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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导致冠状动脉（冠脉）血栓

在2007年和2012年UDMI的研究中，2型心肌梗死的报

形成一直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标志和主要治疗靶点，目前已

告患病率为2%~58%。在同一研究中，还观察到2型心肌梗

知多种其他机制可导致或促成心肌梗死，但这些非血栓形

死患病率在不同地点间存在差异（0%~13%），这种显著差

成机制导致的心肌损伤患者的最佳诊断和治疗策略尚未确

异可能由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被研究的患者群体、使用cTn

定。过去十年中，心肌肌钙蛋白（cTn）检测可识别早期未

测定的敏感性和诊断阈值、进行额外心脏检查的发生率和

确诊的心肌损伤患者，虽然对心肌损伤判断具有高度特异

类型、诊断标准的局限性及心肌梗死亚型的制定者对这些

性，但其并不能从病因学上区分心肌损伤的心肌梗死或非

标准的解释等）。另一方面，2型心肌梗死可能发生在与非

心肌梗死类别，因此不同诊疗策略显得尤为重要。第四版

缺血性心肌损伤类似的各种急性医疗和外科条件下，使得

心肌梗死通用定义（UDMI）将5种类型的心肌梗死和急/慢

常见临床环境中区分2型心肌梗死和急性非缺血性心肌损伤

性非缺血性心肌损伤视为不同的临床情况，但将急性心肌

更具有挑战性。有些研究者提出通过建立2型心肌梗死不同

损伤患者归入这些病因类别的最佳方法仍不确定。急性心

诱因的特定阈值作为改善诊断的策略，但此方法受到患者

肌梗死亚型和非缺血性心肌损伤的临床可操作诊断对于促

个体心肌损伤易感性差异的限制。因此需进一步进行方法

进这些患者的最佳治疗和预后至关重要。专家组根据UDMI

学研究，结合第四版UDMI优化2型心肌梗死和急性非缺血性

将患者分类，回顾了有关患病率和结局，并提出一种实用

心肌损伤的判定标准，为不同临床情况提供判断依据。

的评估和管理心肌损伤患者的方法，以2型心肌梗死和非缺

3 2型心肌梗死患者的特征

血性心肌损伤为重点[1]。
1 心肌梗死的通用定义

在大多数研究中，2型心肌梗死患者年龄较大且多为女
性，与1型心肌梗死患者相比，2型心肌梗死患者具有更多的

UDMI根据cTn水平将心肌损伤定义为cTn浓度升高并至

合并症病和较低的cTn峰值水平。有研究表示，2型心肌梗死

少有一次超过正常参考值上限第99百分位。心肌损伤可以是

患者的年龄、性别和危险因素分布与非缺血性心肌损伤患者

急性的，表现为cTn浓度连续测量时有动态变化，也可以是

相似。冠脉疾病在2型心肌梗死和非缺血性心肌损伤中发生

慢性的，在连续测量时浓度稳定或变化较小。急性心肌损伤

率均约为50%。另有研究显示，心导管插入术患者中，45%

患者如有心肌缺血临床症状，心电图有缺血征象（ST段改变

的2型心肌梗死患者和12%的1型心肌梗死患者冠脉造影显示

或病理Q波形成），或有新的局部室壁运动异常证据，均可

未见冠脉狭窄病变≥50%。多项研究认为高血压、心律失

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并根据病理生理学进一步细分。

常、感染、严重贫血、手术、肾功能衰竭和心力衰竭都与2

1型心肌梗死是一种主要的冠脉事件，可归因于动脉

型心肌梗死有关并可能是其发生的病因。这些原因中有许多

粥样硬化血栓破裂或侵蚀。2型心肌梗死发生于急性心肌供

与急性非缺血性心肌损伤有类似的因果联系。

氧和需求失衡而无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这种不平衡可

4 主要结局指标

能由于心肌在冠脉粥样硬化（无斑块破裂）的条件下灌注
减少导致，例如冠脉痉挛、微血管功能障碍、冠脉栓塞、
冠脉夹层，或系统性原因如血氧饱和度降低、贫血、低血
压，缓慢型心律失常或增加心肌需氧量如快速性心律失常
或严重高血压等。UDMI还定义了心肌梗死3至5型，本文不
作主要论述。指南中将无心肌梗死时的急性心肌损伤称为
急性非缺血性心肌损伤，将cTn水平持续升高但不表现出急
性心肌梗死，或急性非缺血性心肌损伤中出现的cTn动态上
升和/或下降模式，归类为慢性心肌损伤。

4.1 死亡率 大多数研究中，2型心肌梗死或心肌损伤患者的
短期和长期死亡率均高于1型心肌梗死患者。不同研究间2
型心肌梗死死亡率的差异可能由于患者选择差异所致。2型
心肌梗死患者生存不良的预测因素包括高龄、女性、心力
衰竭、休克和冠心病的存在。非缺血性心肌损伤的死亡率
与2型心肌梗死相似。一些研究显示2型心肌梗死或急性非
缺血性心肌损伤患者行冠脉造影的频率低于1型心肌梗死患
者，该结果可能反映了经皮冠脉介入治疗2型心肌梗死和非
缺血性心肌损伤的有效性相对缺乏，但也提出了一种可能

2 2型心肌梗死和非缺血性心肌损伤研究背景

性，即治疗方法不同可能导致心肌梗死和非缺血性心肌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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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间的死亡率差异。
4.2 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2型心肌梗死和非缺血性心肌损伤
患者的风险预测与1型心肌梗死患者有显著性差异，他们死
于非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这种非心血管死亡的竞争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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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很重要，解释了目前数据集中观察到的主要不良心血管

肌梗死提供明确的证据，内源性纤维蛋白溶解导致的血栓

事件（MACE）率的一些变异性。在一个多变量模型研究

形成和溶解可能增加诊断的不确定性。尽管OCT和血管镜在

中，2型心肌梗死的5年MACE调整风险低于1型心肌梗死。2

鉴别斑块破裂和冠脉血栓形成方面具有中等的敏感性和出

型心肌梗死和非缺血性心肌损伤与1型心肌梗死相比，死亡

色的特异性，但目前这些技术的费用、所需的侵入性和高

率更高，但MACE发生率相似或更低，提示这种死亡风险是

水平的专业知识妨碍了常规应用。

由患者的合并症所致，而不是由缺血或坏死并发症所致。

5.5 非侵入性影像 无创影像可能有助于区分1型心肌梗死与

4.3 住院时间和再入院率 一个小型研究显示2型心肌梗死患

其他心肌损伤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①直接评估以冠脉解

者的住院时间和非缺血性心肌损伤患者住院时间是1型心肌

剖为证据的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和血栓；②评估心肌水肿、

梗死患者的2倍，但平均随访1.8年的再住院率是相似的。

炎症或瘢痕的存在和形态；③识别与心肌损伤相关的非冠

5 评估及调查研究

脉心脏疾病。

第四版UDMI为心肌损伤的病因分类提供了一个框架。
但由于危险因素与诊断标准存在明显重叠，在临床实践中
及时准确诊断不同类型的心肌损伤具有挑战性。虽然没有
金标准来区分2型心肌梗死和非缺血性心肌损伤与1型心肌
梗死，但几种诊断模式通常用于辅助诊断和指导治疗。
5.1 症状 UDMI列出了多个和心肌缺血有关的症状，可有
以下多种组合方式，如胸部、上肢、下颚或上腹不适，运
动或休息时呼吸困难或疲劳。关于症状持续时间的数据相
对缺乏，但专家建议如症状持续大于10 min可认为是心肌
梗死。但这些症状无论持续时间并非心肌缺血的特异性症
状，且心肌梗死可能出现不典型症状，甚至完全没有症
状。非典型症状的心肌缺血在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和妇女
中更为常见。各种症状和体征的存在或缺失可能会增加或
减少急性缺血的概率，而这些症状和体征在不同类型的心
肌损伤中普遍存在差异，不能确诊急性缺血，也可不能靠
地区分心肌损伤的类型。
5.2 心电图 动态ST段改变提示明显的急性心肌缺血，能识
别出可能受益于紧急侵入性评估的患者。但动态ST段的改
变只在少数心肌梗死患者中发现，不能准确区分1型和2型
心肌梗死。在1335例疑似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急诊心导管
置入术患者中，14%未见冠脉内血栓形成的证据。超过1/3
的患者有心脏生物标志物升高。ST段降低在很大一部分2型
心肌梗死患者（25%~53%）中也存在，在一些研究中，其
ST段压低发生的频率高于1型心肌梗死患者（18%~52%）。
5.3 心脏生物标志物 一些研究可见cTn基线或峰值水平的分
布存在明显差异，但重叠的范围限制了使用cTn水平来准确
区分心肌损伤的病因，cTn的绝对水平和随时间的变化不能
很好区分1型和2型心肌梗死。

5.6 CT冠脉造影术 由于冠脉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术
（CTA）优越的空间分辨率超过其他形式，如磁共振成像
（MRI），因此目前最适合无创评估冠脉解剖结构。CTA可
检测小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其对冠脉解剖的评估与血管
内超声密切相关。然而，CTA很难区分血栓和未钙化的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CTA和血管内超声相比，可观察到斑块破裂
的敏感性较低。由于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是1型心肌梗死的必
要条件，如果CTA未发现冠脉粥样硬化疾病，在很大程度上
排除了1型心肌梗死的可能，并提示在cTn升高的情况下存在
2型心肌梗死或非缺血性心肌损伤。
5.7 结构和功能性影像 超声心动图可以检测到心肌增厚和
缺血后几分钟内的异常运动，但它对于较小范围的心肌损
伤敏感性有限。此外，2型心肌梗死可能引起类似1型心肌
梗死的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限制了超声心动图在某些1型
和2型心肌梗死间的鉴别。超声心动图亦可用于检测心肌损
伤的非冠脉病变，如严重的主动脉狭窄或心肌病。
心肌灌注显像可识别心肌灌注异常的模式。区域灌注
异常增加了1型心肌梗死或非动脉粥样硬化血栓性冠脉畸形
导致2型心肌梗死的可能性，弥漫性心肌灌注异常或正常灌
注可能提示缺血性或非缺血性心肌损伤的全身性损害。
心脏MRI是一种评估心肌功能障碍的无创成像方式，结
合增强造影，通过组织水肿的存在来区分急性和慢性心肌
损伤。由缺血引起的心肌损伤通常从心内膜下延伸至心外
膜，而非缺血性心肌损伤可在心外膜、中壁或右心室中出
现。MRI由于其空间分辨率有限，不能很好地用于评估冠脉
解剖。MRI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它能够识别疾病和心肌损伤有
关而和心肌梗死无关的情况。
6 评估和治疗心肌损伤患者的实用方法

5.4 侵入性影像学 冠脉造影是定义冠脉解剖的黄金标准，

在心肌损伤可能是急性的或心肌缺血引起的患者中，

并在识别有斑块证据和疑似1型心肌梗死冠脉血栓形成的患

须在短期内做出诊断和治疗决策，对于1型心肌梗死患者及

者中具有广泛应用。尽管UDMI承认冠脉造影可能有助于区

时开展循证治疗，包括抗血小板和抗凝治疗以及冠脉血管

分1型和2型心肌梗死、急性非缺血性心肌损伤，但冠脉造

重建术。使用造影剂的诊断成像模式必须与肾病、辐射暴

影并不总是临床需要的（图1）。冠脉造影对1型和2型心肌

露或肾源性全身纤维化的风险进行权衡，而在考虑抗血栓

梗死的鉴别疗效的定量资料有限。对于球形、卵圆形或不

治疗的潜在益处时必须考虑出血的风险。均衡不同诊断和

规则的充盈缺损和腔内染色，识别高度可能的血栓性病变

治疗方式的风险和获益需要进行评估以下内容：①诊断的

的特异性为99%~100%，但对于所有测试的血管造影特征的

可能性；②在有无治疗的情况下，这种诊断的潜在结局；

敏感性较低（17%~60%）。血管内超声和光学相干断层成

③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副作用或并发症的风险，均取决于患

像仪（OCT），也可用来定义斑块破坏和冠脉内血栓。但是

者特异性因素的影响。图1~2列出了一种实用的、系统的方

一些研究通过病理学、OCT、血管镜和血管内超声显示，高

法来评估和管理心肌损伤患者，但专家认为这种诊断确定

达79%的斑块破裂在临床上是无症状的，没有阻塞性冠脉血

性并非任何时候都可行。

栓形成和急性心肌梗死。因此，斑块破坏本身并不为1型心

6.1 分析系列肌钙蛋白值 区分急慢性cTn升高，需进行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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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cTn检测以确定浓度变化。非缺血型心电图和cTn稳定升高
的模式与慢性心肌损伤最为一致（图1）。动态cTn升高与急
性心肌损伤一致。UDMI建议使用cTn变化的20%来区分稳定
型和动态型，但也认为最优的改变标准需基于时间表现的
个性化、cTn的绝对浓度、之前的测试结果是否可用以及预
测急性和慢性的概率。此外，相对于cTn的相对变化，使用
绝对变化来描述急性和慢性心肌损伤可能更有效，特别是
在高敏感性cTn测定法和当cTn绝对值较低时使用。

图2 对有心肌梗死症状和体征的患者进行评估和治疗的概念范式

6.2 1型心肌梗死、2型心肌梗死和急性非缺血性心肌损伤之

化血栓性冠脉阻塞的患者保留2型心肌梗死的定义。

间灰区的诊断 专家组认为，在缺乏明确可供选择病因的情

6.4 治疗 1型心肌梗死的治疗策略已建立，但其他类型的

况下，大多数有急性心肌损伤证据和心肌缺血症状和体征

心肌损伤治疗尚无可信服数据。因此，非1型心肌梗死的治

的患者，初步考虑诊断1型心肌梗死，并应根据指南及时处

疗建议是基于2型心肌梗死或非缺血性心肌损伤的基础诊断

理（图1~2）。当后续评估不能证实冠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

上进行。对于连续测试cTn明显升高或降低并且心肌氧供需

时，需进一步考虑急性非缺血性心肌损伤（如心肌炎、肺栓

不平衡的患者，需考虑1型心肌梗死的验前概率，指导初步

塞）或2型心肌梗死（如供需不匹配、痉挛、冠脉夹层）的

调查的诊断测试风险以及是否给予1型心肌梗死的风险（图

其他原因。需要注意的是，许多1型心肌梗死患者会出现心

1~2）。如果1型心肌梗死的可能性高，治疗风险低，建议

动过速、高血压、甚至贫血，临床医生必须谨慎，不要过度

选择抗血栓治疗和侵入性冠脉成像（图2）。如有冠脉病

诊断2型心肌梗死患者和适度的供需失衡，这种过度诊断可

变，血管造影特征或辅助血管内成像的附加数据可鉴别冠

能导致1型心肌梗死的合理治疗的延迟或中止。然而，当1型

脉血栓形成，确诊为1型心肌梗死，或非血栓性冠脉病理，

心肌梗死不是最可能导致心肌损伤的原因时，在使用可能造

确诊为2型心肌梗死。如无冠脉病变，明确的心外供需不匹

成医源性损害的诊断和治疗策略时必须谨慎。诊断和治疗策

配将为诊断2型心肌梗死提供支持，若没有这种病理应重新

略应该基于仔细评估缺血性症状和体征，诊断的存在与否可

评估缺血的存在，如果缺血未被证实，则考虑急性非缺血

能影响到缺血性与非缺血性心肌损伤，1型心肌梗死的验前

性心肌损伤（图1）。此外，需要考虑侵入性血管造影识别

概率，诊断测试模式的风险（如造影剂肾病），治疗方法的

血栓的不完善的敏感性。

风险（如出血），和治疗与否的预期结果（图1~2）。

有着较低的1型心肌梗死验前概率或较高医源性并发

6.3 临床挑战 尽管合理使用了多种诊断工具，但几种常

症风险的患者，考虑到抗血栓治疗和侵入性血管造影的延

见临床情况的病因和分类仍存在争议。例如，心肌损伤在

迟，保守治疗需谨慎（图2）。治疗和诊断决定应不断重新

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患者中普遍存在。应激性心肌病

评估。超声心动图可为诊断和风险评估提供相关安全的信

（Takotsubo型心肌病）有短暂的左心室局部收缩功能障

息。具有中度前测验前概率和治疗并发症风险较高的患者

碍，但无缺血证据。大多数应激性心肌病继发于儿茶酚胺

（图2）更具挑战性，需个体化方法进行临床评估和判断。

中毒，因此可将其归类为急性非缺血性心肌损伤。少数病

对于2型心肌梗死患者，治疗供需不匹配的原因至关重

例继发于微血管功能障碍、冠脉痉挛、或导致心肌氧供需

要。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在诊断和治疗策略正在进行

不匹配的心外应激源，当这些应激性心肌病的病因有足够

或等待实现时应考虑使用β受体阻滞剂。同时建议考虑通

的证据支持时，可将其归类为2型心肌梗死。在缺乏1型心

过功能或解剖研究来确定是否存在冠脉疾病和结构性心脏

肌梗死证据的情况下，专家组提出急性非缺血型心肌损伤

病，前提是这些研究适合患者的非心脏状况和护理目标。

的默认位置是有cTn动态升高和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败

非缺血性心肌损伤是包括导致急性或慢性cTn升高的一

血症或非心脏手术术后状态的证据；对急性心肌损伤和有

组异质性诊断，因此，治疗应合理地基于具体的潜在因果

明显缺血证据或明显心外供需不匹配或急性非动脉粥样硬

诊断。鉴于非缺血性心肌损伤与结构性心脏病之间的相关
性，建议在导致非缺血性心肌损伤的潜在情况未知时，考
虑使用心脏成像（如超声心动图、心脏MRI）以评估结构性
心脏病。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按照当前的指南评估原发性
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7 结论
心肌损伤可由多种缺血性和非缺血性机制引起，2型心
肌梗死和非缺血性心肌损伤包含不同的机制，对应不同的治
疗方法，本文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诊断和处理急性心肌损
伤患者的框架，未来仍需在新的诊断和治疗上有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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