窑论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9 月第 59 卷第 27 期

著窑

胸痛中心模式对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
行 PCI 术时间节点及近期心脏不良事件的影响
徐心霞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心内科袁山东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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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胸痛中心模式对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行 PCI 术的时间节点及近期心脏不良事件的

影响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收治的 50 例 STEMI 患者作为对照组袁选
取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 月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收治的 50 例 STEMI 患者作为观察组遥 对照组采用常规

模式救治袁观察组采用胸痛中心模式救治袁比较两组患者各时间节点和 PCI 术后 1 周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遥 结

果 观察组首份心电图完成时间为渊3.27依1.28冤min尧肌钙蛋白 I 获得时间渊14.86依3.06冤min尧D-DAPT 时间渊32.88依

4.76冤min尧D-H 时间渊47.60依2.29冤min尧D-to-B 时间渊63.39依9.25冤min袁均短于对照组的渊4.86依1.05冤min尧渊21.06依5.84冤min尧
渊40.84依8.43冤min尧渊51.20依1.51冤min尧渊92.56依30.25冤min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观察组患者 1 周心脏不良

事件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胸痛中心模式应用于 STEMI 患者袁可缩短救
治时间袁提高 PCI 救治率袁降低患者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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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mpacts of chest pain center mode on the time node of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鄄
tervention 渊PCI冤 and short-term adverse cardiac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鄄

tion渊STEMI冤. Methods Patients with STEMI admitted to and treated in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Zaozhuang Mining

Group from January 2018 to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渊n=50冤袁and those with STEMI admitted to and
treated in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Zaozhuang Mining Group from July 2019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ob鄄

servation group 渊n=50冤.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ode袁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hest pain center mode. The incidences of adverse cardiac events at each time node and 1 week after PCI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袁 the first ECG completion time was
渊3.27依1.28冤min袁 troponin I detection time was 渊14.86依3.06冤min袁 the time from entering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to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was渊32.88依4.76冤min袁 the time from entering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to liver treatment was

渊47.60依2.29冤 min袁 the time from entering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to the first balloon dilatation was渊63.39依9.25冤min袁
which were all shorter than those of 渊4.86 依1.05冤min袁 渊21.06 依5.84冤min袁 渊40.84 依8.43冤min袁 渊51.20 依1.51冤min and
渊92.56依30.25冤min in the control group袁respectively袁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渊P<0.05冤. The total inci鄄

dences of adverse cardiac events within 1 week in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respectively袁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渊P<0.05冤.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hest

pain center mode in patients with STEMI can shorten the treatment time袁improve the PCI treatment rate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cardiac events.

[Key words]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曰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曰 Chest pain center曰Time
node曰Adverse cardiac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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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渊ST segment elevation myo鄄
cardial infarction袁STEMI冤是由于心脏血管堵塞导致心
肌细胞缺血甚至坏死的临床综合征袁呈持续超过 20 min
的典型缺血性胸痛袁血清心肌坏死标记物水平升高袁
心电图呈典型 ST 段抬高[1]遥 STEMI 具有较高的院外
死亡率 [2-3]袁因此袁对于该病的治疗应及早开通梗死相
关动脉袁最大限度缩短患者的心肌总缺血时间[4]遥目前袁
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渊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袁PCI冤是恢复梗死相关血管前向血流的首
选治疗方法[5-6]遥胸痛中心的建设目标是建立在最短的
时间内将 STEMI 患者送至具有救治能力的医院接受
最佳治疗遥 本院经过 1 年的建设袁于 2019 年 7 月顺利
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证袁 现已成为枣庄市唯一一家胸
痛中心袁高效运转 1 年余袁对缩短患者救治时间和降
低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取得较好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50 例
STEMI 患者为对照组袁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 月
的 50 例 STEMI 患者为观察组遥 纳入标准院淤所有患
者均符合 STEMI 诊断标准[7]曰于患者发病至入院抢救
时间臆12 h曰盂精神意识状态良好曰榆患者及家属自
愿参与研究袁且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遥 排
除标准院淤合并明显感染尧造影剂及抗凝药物过敏者曰
于合并出血性疾病等其他重要器官疾病者曰盂引起心
电学异常的疾病者曰榆病历资料缺失者遥 其中对照组男
30 例袁女 20 例曰年龄 41耀78 岁袁平均渊61.45依8.74冤岁曰
疾病类型院下壁心肌梗死 23 例袁右冠状动脉梗死 17 例袁
多支病变 10 例曰发病-首次急诊时间 0.8耀5.5 h袁平均
渊1.98依0.42冤 h曰入院方式院网络医院 20 例袁呼叫急救
系统 15 例袁自行来诊 15 例遥 观察组男 29 例袁女 21 例曰
年龄 40耀79 岁袁平均渊62.07依8.81冤岁曰疾病类型院下壁
心肌梗死 24 例袁右冠状动脉梗死 16 例袁多支病变 10 例曰
发病-首次急诊时间 0.7耀6.1 h袁平均渊1.89依0.36冤 h曰入
院方式院网络医院 21 例袁呼叫急救系统 16 例袁自行来
诊 13 例遥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实施常规急救模式 外院送来和自行来
诊的急性胸痛患者先入急诊抢救室袁呼叫急救系统入
院者在救护车抵达现场后袁快速转运至急诊抢救室救
治遥 以上患者在抢救室完成首份心电图袁 抽血送检验
科测定心肌生化标志物袁血液检测表现为 STEMI 患
者请心内科医师会诊袁确诊后送至心内科病房袁告知
患者及家属 PCI 的必要性袁家属同意后完善术前准备袁
送患者至导管室行 PCI 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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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观察组行胸痛中心管理模式下的急救路径救治
渊1冤胸痛中心成立遥 我院急诊科尧心内科尧导管室尧CT
室等相关科室联合周边十余家非开展急诊 PCI 医院
渊以下简称野网络医院冶冤建立胸痛中心遥 副院长挂帅袁
全程参与硬件设施建设曰医务科科长任总指挥袁全面
负责医护人员组织调配曰心内科尧急诊科主任担任胸
痛中心主任袁负责流程制订尧培训教育和质量持续改
进的实施遥 制订胸痛中心实施细则袁分层次尧分阶段多
次对各级相关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及技能培训袁培训内
容包括 STEMI 发病机制尧临床表现尧诊治指南曰胸痛
中心基本概念尧救治流程尧时钟管理尧相关制度尧心肺
复苏及胸痛中心的数据采集等袁制订相关流程图袁要
求值班人员均能对 STEMI 患者早期快速识别遥 建立
胸痛中心微信群遥 渊2冤制订流程遥 淤就诊于网络医院
者袁首诊医师通过病史对疑似 STEMI 者袁行 12 导心
电图和抽血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袁将检测结果及患者
病史尽快上传胸痛中心群袁明确诊断后手术医师向家
属介绍 PCI 意义袁家属知情同意后启动导管室袁予
300 mg 阿司匹林垣替格瑞洛 180 mg 嚼服袁绕行急诊
抢救室和心内科医师会诊到导管室进行 PCI 术遥 于自
行就诊于我院门诊尧急诊科患者袁即刻进入 NSTEMI
胸痛中心诊治流程袁实施先救治再挂号袁护士床旁完
成 12 导心电图和心肌生化标志物检测袁将结果发送
至 CPC 群袁确诊后排除 PCI 禁忌袁家属知情同意袁即
予阿司匹林垣替格瑞洛嚼服袁绕行心内科直达导管室
实施 PCI遥 盂对呼叫 120 急救系统者袁选派行急诊 PCI
医师前往袁到达现场即刻首份 12 导心电图和心肌生
化标志物检测袁检查结果实时传至 CPC 群袁确诊 STE鄄
MI 并排除 PCI 禁忌袁给予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嚼服曰
尽早签署知情同意书[8]袁绕行急诊科尧CCU袁 直接送患
者至导管室行 PCI 术遥 注意事项院术前评估患者有无
吸烟史尧血糖跃6.0 mmol/L尧冠心病家族史尧陈旧性脑梗
死尧肾功能不全尧发病至急诊 PCI 时间臆6 h 等心脏
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袁备好抢救用物和药物等遥 术
中密切监测动态心电图及动脉压力袁及时发现心律失
常的出现袁加强术后不良事件预见性处理遥 渊3冤流程演
练遥 我院胸痛中心与网络医院共同制订转运流程和急
救预案袁根据患者不同的入院方式制订 3 个入院患者
场景的演练脚本袁并进行联合演练遥 同时进行呼吸心
脏骤停应急预案演练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淤比较以下救治相关时间节点院首份心电图时
间尧肌钙蛋白 I渊Cardiac troponin I袁cTnI冤获得时间尧
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时间渊Door-double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袁D-DAPT冤曰门-肝素时间渊Door-to-heparin袁DH冤院抵达医院门至使用肝素时间曰门-球时间渊Doorto-ballon袁D-to-B冤院抵达院门至球囊扩张的时间遥 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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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救治相关时间节点比较渊x依s袁min冤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n

首份心电图时间

50

3.27依1.28

50

4.86依1.05
6.525

cTnI 获得时间

D-DAPT 时间

14.86依3.06

32.88依4.76

21.06依5.84
6.930

0.001

P值

0.001

D-H 时间

D-to-B 时间

47.60依2.29

63.39依9.25

40.84依8.43

51.20依1.51

7.112

9.270

0.000

0.000

92.56依30.25
7.009
0.000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 1 周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n渊%冤]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字2 值
P值

n

心力衰竭

恶性心律失常

心绞痛复发

心源性猝死

再发心肌梗死

50

7渊14.0冤
2渊4.0冤

17渊34.0冤

11渊22.0冤

6渊12.0冤

8渊16.0冤

5.569

4.370

5.316

3.932

4.050

50

8渊16.0冤

0.003

较行 PCI 患者术后 1 周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遥包括心
力衰竭尧恶性心律失常尧心绞痛复发尧心源性猝死尧再
发心肌梗死等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遥 计量
资料以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遥 计数资料以
[n渊%冤] 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救治时间节点比较
观察组患者救治相关各时间节点均短于对照组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两组患者术后 1 周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术后 1 周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3 讨论
目前 STEMI 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袁 且院内死
亡率在过去十年未见改善[9]遥 目前 STEMI 行急诊 PCI
为公认最佳治疗手段袁但在急诊患者中病死率占 5%耀
30%[10]遥 有文献报道袁缩短患者从发病-就诊-PCI 治疗
确保患者在 6 h 内得到及时救治才是关键[11]遥 而临床
常规急救中由于各种因素限制袁如 120 中心救护车配
备不足尧患者认知度不高尧诊疗人员设置和抢救流程
欠规范袁致使患者不能在最佳时间段完成急诊 PCI[12-13]遥
2019 年 7 月我院借鉴其他地区 CPC 模式袁结合自身
特点袁形成以网络医院尧急诊科尧心内科为主导的专业
化 CPC 急救模式袁通过多学科合作为 STEMI 患者提
供准确尧快速的诊断和及时治疗袁降低患者心脏不良
事件的发生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观察组首份心电图完成时间尧
cTnI 获得时间尧D-DAPT尧D-H 及 D-to-B 时间均短于
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原因在于成立初期对相关医护人员
实施专业知识及抢救流程培训袁并组织应急预案演
练袁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技术和强化抢救意识曰CPC
32

0.037

3渊6.0冤
0.028

3渊6.0冤
0.047

2渊4.0冤
0.044

建立后针对急诊科急尧危重患者多的特殊性袁在急诊
抢救室设有专职医护人员对胸痛患者按 CPC 模式袁
实施诊疗后再补办手续袁缩短首份心电图时间曰避免
常规抽血送检验科时间及在急诊科的停留时间曰通过
CPC 微信上传病历资料实现患者病情共享袁避免现场
会诊时间耽搁曰对确诊患者绕行急诊尧CCU袁避免常规
急救中多名医护交接的繁琐袁尤其是呼叫急救系统和
网络医院来诊患者袁入院前已做好心电图及抽血检查袁
通过微信结果传送 CPC 群袁缩短心内科会诊时间袁通
过绕行急诊科而节约时间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观察组患者术后 1 周心脏不良
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CPC 的成立借
助完善便捷的设备袁规范的急救流程和演练标准袁高
效的医尧技尧护团队协作袁能够及时明确诊断袁迅速实
施救治尧转运尧PCI 治疗和术后预见性处理袁显著缩短
梗死心肌的总缺血时间以改善患者预后遥 CPC 成立后
改为心电图确诊 STEMI 后给予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
口服袁穿刺后及时肝素化遥 有研究结果显示袁进行抗凝
预处理能够有效改善 PCI 术前冠脉再通率袁避免急诊
PCI 院内心脏不良事件曰降低支架内血栓形成袁避免
再发心肌梗死曰有研究还表明袁D-to-B 控制在 90 min
内被认为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救的黄金时间窗 [14]袁能够
降低心肌梗死的面积袁减少住院期间心脏不良事件袁
提高患者近期及远期预后遥 虽然经过积极再灌注治
疗袁但本研究仍出现 3 例心源性猝死患者袁其中 2 例
年龄均跃75 岁袁诊断为多支病变袁有糖尿病史尧血管钙
化严重尧术中再灌注严重心律失常尧手术时间长遥 虽积
极进行再灌注治疗袁仍出现心力衰竭导致死亡遥 既往
多项研究显示袁心源性猝死与年龄尧生命体征渊低血
压尧快速心率冤以及延迟治疗等存在相关性 [15]曰另 1 例
为右冠状动脉开口心肌梗死袁有吸烟尧糖尿病及陈旧
性脑梗死病史袁血管钙化重袁术中出现夹层袁于术后
第2 天死亡遥 有研究结果显示袁心脏夹层与血管钙化
重和糖尿病病史相关遥 本研究其他心脏不良事件经积
极处理袁均好转出院遥
综上所述袁CPC 成立后拟定 STEMI 患者急诊 P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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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的急救流程袁确保急救的准确性袁能够以最短
的时间挽救患者生命遥 同时在急救过程中做好术前准
备及患者评估袁 术中术后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袁加
强对心脏不良事件的早期预测和防治袁减少心脏不良
事件发生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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