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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心电图联合BNP、CK-MB在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唐瑜1，刘杰2，丁鹏3，王祥林4
【摘要】目的 探讨动态心电图、脑钠肽（BNP）、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在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分析2015年12月至2019年12月于西安高新医院收治的
1486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选取其中符合条件的162例为研究对象，所有病例均经临床确诊，其中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94例，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68例。采用酶速率法测定血清CK-MB水平，免疫
荧光测定法测定血清BNP水平，并采用动态心电图和常规心电图检测患者心电图特征。结果 动态心电
图房性早搏、室性早搏、窦性心动过速、短阵室性心动过速、短阵室性心动过缓、Ⅰ度房室传导阻滞、
Ⅱ度房室传导阻滞、QRS低电压、ST段改变、T波改变的检出率高于常规心电图（P＜0.05）；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血清BNP、CK-MB水平均高于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P＜0.05）；
动态心电图、BNP、CK-MB以及三者联合检测检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与临床病理诊
断一致性分别为较高（Kappa值=0.788，P＜0.05）、较高（Kappa值=0.742，P＜0.05）、较高（Kappa值
=0.753，P＜0.05）、极高（Kappa值=0.898，P＜0.05）；与动态心电图、BNP、CK-MB单独检测相比，
联合检测敏感度、正确率、阴性预测值增加（P＜0.05），漏诊率降低（P＜0.05）。结论 动态心电图、
BNP、CK-MB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均有较好的诊断能力，其中动态心电图的检出率较
高、发现病变的能力较好。
【关键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心肌炎；动态心电图；B型钠尿肽；肌酸激酶同工酶
【中图分类号】R540.41
【文献标志码】A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value of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combined with BNP and CK-MB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omplicated with viral myocarditis Tang Yu*, Liu Jie, Ding Peng, Wang Xiangli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Xi'an High-tech Hospital, Xi'an 710075,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Xianglin, E-mail: 649079526@qq.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s of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CK-MB)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omplicated
with viral myocarditis. Methods Analysis of 1486 patients with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dmitted
i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Xi'an High-tech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19, and 162 eligible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ll cases were clinically confirmed, including 94 patients with
viral myocarditis and 68 patients without viral myocarditis. The level of serum CK-MB was measured by enzyme
rate method, the level of serum BNP was measur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nd the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and routine electrocardiogram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lectrocardiogram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Results For
atrial premature beat,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 sinus tachycardia, short array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short array
ventricular bradycardia, Ⅰ atrioventricular block, Ⅱ atrioventricular block, QRS low voltage, ST segment change,
T wave change, the detection rats of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routine electrocardiogram
(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BNP and CK-MB in patients with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nd viral
myocarditi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viral myocarditis (P<0.05); the results of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BNP, CK-MB and their combined detection in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omplicated with viral
myocarditis showed that their consistence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higher (Kappa value =0.788,
P<0.05), higher (Kappa value=0.742, P<0.05), higher (Kappa value=0.753, P<0.05), extremely high (Kappa
value=0.898, P<0.05); compared with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BNP and CK-MB single detection, the sensitivity,
accuracy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were higher (P<0.05), while the missed diagnosis rate
was lower (P<0.05). Conclusions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BNP and CK-MB have better diagnostic ability for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omplicated with viral myocarditis, among which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作者单位：1 710075 西安,西安高新医院心内科;2 710075 西安,
西安高新医院呼吸内科;3 710038 西安,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
内科;4 710075 西安,西安高新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王祥林,E-mail:649079526@qq.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0.11.22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11月第12卷第11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November,2020,Vol.12,No.11

•

1375 •

has higher detection rate and better ability to detect lesions.
[Key words]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Viral myocarditis;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为常见测呼吸系统疾病，
其主要为鼻腔或咽喉部急性炎症的概称，其常见
并发症为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因病毒感染而引
起心肌损伤的严重炎性病变，若早期无法确诊及
治疗，将发生心力衰竭（心衰）及心源性休克，
最终威胁患者生命 [1]。心电图诊断病毒性心肌炎
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且动态心电图可连续监测
患者一定时间内的心电图特征，具有连续性和动
态性[2]。脑钠肽（BNP）是心室容积扩张或压力负
荷增加时由心室分泌的肽类激素，可作为评价心
力衰竭等心肌损伤的一个指标[3]。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是心肌酶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是临
床中用于诊断心肌损伤的重要指标[4]。本研究通过
监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的
心电图特征及血清中BNP、CK-MB水平，比较和
探讨三者对疾病的诊断价值，为患者心衰、休克
的预防和评估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分析2015年12月至2019年12月于
西安高新医院收治的1486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患者，选取其中符合条件的162例为研究对象，
所有病例均经临床确诊，其中并发病毒性心肌
炎94例，年龄19~40岁（29.04±7.17）岁，男性
42例，女性52例；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68
例，年龄19~41（28.83±7.37）岁，男性32例，
女性36例。两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纳入标准：①病毒性心肌炎符合1999年全国
研讨会修订的诊断标准 [5]；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表
现为急性起病，发热，且伴有鼻塞、咽痛、流
涕、咳嗽等临床症状，体检可发现咽喉充血、扁
桃体充血、肿大，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或偏
低，分类以淋巴细胞为主，胸片正常；②实验
室、临床检查及影像学资料完整、清晰者；③初
次发现，此前未行手术或药物治疗者。排除标
准：①精神意识障碍者；②既往存在自身免疫性
疾病、肝脏和肾脏疾病、血液疾病者；③因其它
原因不能参与本试验者；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由主治医师明确诊断，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加
及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CK-MB试剂盒（货号：CD0762-LIN），购自武汉纯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NP试剂盒，购自上海晶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Holter动态心电仪，购自深圳市中瑞世纪科技有
限公司；ECG-1350P光电心电图机，购自上海聚
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 研究方法
1.3.1 样本采集及保存 采集所有受试者入院时清
晨空腹静脉血样，3000 r/min离心15 min后收集血
清，迅速置于-80℃保存待测。
1.3.2 心电图监测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
心肌炎患者于入院后先后采用常规心电图及动态
心电图进行监测，常规心电图采用12 h导联心电
图进行连续监测，动态心电图采用24 h连续监测
心电图特征改变的方法。
1.3.3 血清BNP、CK-MB水平检测 采用酶速率
法测定血清CK-MB水平，CK-MB＞20 IU/L为阳
性；采用免疫荧光测定法测定血清BNP水平，
BNP＞100 ng/L为阳性，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试剂
盒说明书进行。
1.3.4 动态心电图联合BNP、CK-MB检测病毒性心
肌炎判定标准 动态心电图、BNP、CK-MB联合检
测时采用并联诊断，若其中任何一种检测方法检测
出病毒性心肌炎，则判定患者为病毒性心肌炎。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
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
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
成比）表示，两组间比较行χ 2检验；动态心电
图、BNP、CK-MB与病理诊断结果的一致性采
用Kappa检验，Kappa≤0.40时，代表一致性较
差；0.40＜Kappa≤0.60时，代表中度一致；0.60
＜Kappa≤0.80代表较高一致性； Kappa＞0.80
时，代表一致性极好。P＜0.05代表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动
态心电图与常规心电图改变特征比较 动态心电
图房性早搏、室性早搏、窦性心动过速、短阵室
性心动过速、短阵室性心动过缓、一度房室传导
阻滞、二度房室传导阻滞、QRS低电压、ST段改
变、T波改变的检出率高于常规心电图，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动态心电图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
心肌炎的诊断价值 动态心电图检出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与临床检测一致性较高
（Kappa值=0.788，P＜0.05，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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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动态心电图与常规心
电图改变特征比较
检测方法
房性早搏
室性早搏
窦性心动过速
窦性心动过缓
病窦综合征
短阵室性心动过速
短阵室性心动过缓
一度房室传导阻滞
二度房室传导阻滞
三度房室传导阻滞
QRS低电压
ST段改变
T波改变

常规心电图
21（22.34）
28（29.79）
13（13.83）
2（2.13）
1（1.06）
11（11.70）
6（6.38）
5（5.32）
3（3.19）
1（1.06）
2（2.13）
13（13.83）
8（8.51）

动态心电图
34（36.17）
46（48.94）
25（26.60）
7（7.45）
2（2.13）
22（23.40）
12（12.77）
18（19.15）
10（10.64）
5（5.32）
14（14.89）
28（29.79）
20（21.28）

χ2值
4.343
7.22
4.749
2.917
0.339
4.447
10.743
8.372
4.049
2.755
9.837
7.018
6.043

P值
0.037
0.007
0.029
0.088
0.561
0.035
0.001
0.004
0.044
0.097
0.002
0.008
0.014

2.3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血
清BNP、CK-MB水平比较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
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血清BNP、CK-MB水平均高

于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3）。
2.4 BNP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
炎的诊断价值 BNP检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
病毒性心肌炎与临床检测一致性较高（Kappa值
=0.742，P＜0.05，表4）。
2.5 CK-MB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
炎的诊断价值 CK-MB检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
发病毒性心肌炎与临床检测一致性较高（Kappa
值=0.753，P值＜0.05，表5）。
2.6 动态心电图联合BNP、CK-MB对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价值 动态心电
图联合BNP、CK-MB检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
病毒性心肌炎与临床检测一致性极好（Kappa值
=0.898，P＜0.05，表6）。
2.7 动态心电图、BNP、CK-MB对急性上呼吸

表2 动态心电图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结果（n）
诊断方法
动态心电图

诊断结果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85）
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77）

Kappa值
P值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94）
81
13
0.788
0.000

表3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血清BNP、CK-MB水
平比较（ x ±s）
组别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94）
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68）
t值
P值

BNP（ng/L）
98.56±28.37
53.24±12.36
12.345
0.000

CK-MB（IU/L）
17.64±5.38
13.24±3.47
5.911
0.000

临床病理诊断
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68）
4
64

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价值比较 与
动态心电图、BNP、CK-MB单独检测相比，联
合检测敏感度、正确率、阴性预测值增加（P
＜0.05），漏诊率降低（P＜0.05），特异性、误
诊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比较差异不显著
（P＞0.05）（表7）。

注：BNP：脑钠肽；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
表4 BNP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结果（n）
诊断方法
BNP

诊断结果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79）
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83）

Kappa值
P值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94）
76
18
0.742
0.000

临床病理诊断
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68）
3
65

注：BNP：脑钠肽
表5 CK-MB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结果（n）
诊断方法
CK-MB

诊断结果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82）
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80）

Kappa值
P值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94）
78
16
0.753
0.000

临床病理诊断
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68）
4
64

注：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
表6 动态心电图联合BNP、CK-MB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结果（n）
诊断方法

诊断结果

动态心电图联合BNP、CK-MB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89）
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73）
0.898
0.000

Kappa值
P值

注：BNP：脑钠肽；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

临床病理诊断
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94）
未并发病毒性心肌炎（n=68）
86
3
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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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动态心电图、BNP、CK-MB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的诊断价值比较（%）
诊断方法
动态心电图
BNP
CK-MB
联合

敏感度
86.17
80.85
82.30
94.51abc

特异性
94.11
95.59
94.12
95.56

漏诊率
13.82
19.15
17.02
5.49abc

误诊率
5.88
4.41
5.88
4.41

正确率
89.51
87.04
87.65
94.96abc

阳性预测值
95.29
96.20
95.12
96.63

阴性预测值
83.12
78.31
80.00
92.86abc

注：BNP：脑钠肽；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与动态心电图比较，aP＜0.05；与BNP检测比较，bP＜0.05；与CK-MB比较，cP＜0.05

3 讨论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其
主要表现为心肌局限性或弥漫性的炎性器质性病
变，该病起病急，病情进展较快，若不能及时有
效的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极易造成心源性休克
等严重后果[6,7]。病毒性心肌炎需要分析体征、症
状及病史等临床特征，同时采用心肌内膜活检、
心电图及心肌损伤标志物等检查，最后进行综合
诊断[8,9]。
心电图作为一种无创、简捷的反映患者心脏
电活动方法，是临床诊断及监测心律失常、心
肌缺血、心肌梗死、心脏肥大等心脏病变的重
要方式[10]。其心电图波形的改变可反映心脏相关
电生理功能，可连续观察患者的心电图变化，发
现患者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弥补常规心电图的局
限[11]。本研究中，与常规心电图相比，本研究中
动态心电图对房性早搏、室性早搏、窦性心动过
速、短阵室性心动过速、短阵室性心动过缓、Ⅰ
房室传导阻滞、Ⅱ房室传导阻滞、QRS低电压、
ST段改变、T波改变的检出率更高，与邵华 [12]的
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动态心电图监测在病毒性心
肌炎诊断中的价值较常规心电图高，且同时提高
了心律失常检出率，可发现某些隐匿的心律失
常，对患者治疗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本研究结果
中，动态心电图检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
性心肌炎85例，漏诊13例，误诊4例，与临床病
理诊断一致性较高，其Kappa值为0.788，与焦琼
等[13]研究结果中动态心电图对病毒性心肌炎的检
出阳性率基本一致。提示动态心电图对病毒性心
肌炎早期诊断具有一定准确度。
BNP主要由左心室肌分泌，可排钠、利尿及
舒张血管，同时可拮抗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
酮系统 [14,15]。许多研究证明BNP是心血管病患者
心血管事件及死亡的危险因素，且已被作为诊断
心力衰竭的重要指标列入指南 [16] 。血清CK-MB
水平是诊断病毒性心肌炎时常用的血清标志物，
其水平在病程早期升高的原因可能为直接的病毒
作用，而晚期可能与机体免疫失衡引起的心肌细
胞损伤有关[17,18]。本研究结果中，病毒性心肌炎
患者BNP、CK-MB水平均较非病毒性心肌炎患者
高，与杨旭[19]、吴旭光[20]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
患者血清BNP、CK-MB水平与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是否并发病毒性心肌炎有关，可能原因为并发
病毒性心肌炎，其心肌结构、功能以及能量供应
可能遭到破坏，引起心室内血液积聚，牵拉房室
壁，造成左心室肌分泌的BNP、CK-MB水平上
升。且BNP、CK-MB检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
病毒性心肌炎与临床病理特征一致性均较高。
本研究动态心电图联合BNP、CK-MB检出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89例，漏诊5
例，误诊3例，与临床病理诊断具有极高一致性，
同时三者联合检测的敏感度和正确率显著高于心
电图、BNP、CK-MB单独检测，但其特异性并未
增加。提示三者联合后有助于提高检测灵敏度，
降低漏诊率，降低因漏诊而引起的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动态心电图、BNP、CK-MB对急性
上呼吸道感染并发病毒性心肌炎均有一定的诊断
价值，且三者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诊断灵敏度。
但本研究样本数量较少，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偏
倚，有待后续纳入更多患者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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