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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中心建设对急性STEMI患者救治的影响
李志荣1，张霞1，袁耀峰1，马志仁1，常永茂1，席银娟1，马彩萍1
【摘要】目的 探讨胸痛中心建设对急性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救治效率的影响。方法
连续入组2015年3月至2018年12月于酒泉市人民医院心内科STEMI患者542例，按入组时间接受治疗不同，
相应分为三组：导入期148例、干预期149例及胸痛中心运行期245例。比较三组患者来源，急救处置情况
（首份心电图时间、首次心电-签署知情时间、签署知情-穿剌时间，是否绕行急诊、CCU，门-球时间、
发病-球囊扩张时间、D2B达标率、使用药物）；及治疗后情况（并发症、住院时间、院内及出院半年死
亡情况）。结果 三组患者来源有统计学差异，胸痛中心运行期外院转入患者明显较多（P＜0.05）。三
组首份心电图时间、首次心电-签署知情时间、签署知情-穿剌时间，绕行CCU例数、绕行急诊和CCU例
数，D2B时间、D2B达标率、发病-球囊扩张时间，入院24 h内阿司匹林、波立维和肝素使用占比，院内β
受体阻滞剂、他汀类药物和ACEI/ARB占比、出院半年死亡例数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其中，胸
痛中心运行期首份心电图时间、首次心电-签署知情时间、签署知情-穿剌时间，绕行CCU例数、绕行急
诊和CCU例数，D2B时间、D2B达标率、发病-球囊扩张时间明显优于其它两组（P均＜0.05）。其余指标
组间相近（P均＞0.05）。结论 胸痛中心建设可有效提高急性STEMI患者救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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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hest pain center construc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STEMI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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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est pain center on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patients with acute 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Methods 54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TEMI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Jiuquan People'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December
2018 were enroll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enrollment: 148 cases during the
introduction period, 149 cases during the expected period, and 245 cases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The sources
of patients , the emergency treatments (time of first electrocardiogram, time from first electrocardiogram to signing
informed consent, time from signing informed consent to punching, whether bypass emergency or CUU, D2B time,
time from incidence to balloon dilation, the compliance rate of D2B and drug use), and post-treatment conditions
(complications, length of stay, the death in-hospital and half a year after discharg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sources of patients among groups, and the ratio of referral patients in chest pain
center operation period was higher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ime of first
electrocardiogram, time from first electrocardiogram to signing informed consent, time from signing informed consent
to punching, bypass emergency, bypass emergency and CUU, D2B time, time from incidence to balloon dilation, the
compliance rate of D2B, the use ratio of aspirin, Plavix and heparin in 24h, β-blocker, statin and ACEI/ARB in
hospital, the death half a year after discharge among three groups (P<0.05). And the time of first electrocardiogram,
time from first electrocardiogram to signing informed consent, time from signing informed consent to punching, bypass
emergency, bypass emergency and CUU, D2B time, time from incidence to balloon dilation in chest pain center
running period was better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P<0.05). The rest indexes were similar (P>0.05).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est pain center could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ST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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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AMI）是冠状动脉（冠脉）
急性或持续性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坏死，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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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而持久的胸骨后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AMI可
并发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常可危及生命[1,2]。
其中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起病
急、进展快、病死率高，及时救治非常重要[3-5]，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是治疗STEMI最
主要的手段，其疗效具有明显时间依赖性[6,7]。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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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中心的建立可快速诊断、评估急性胸痛患者，
并进行及时有效的分诊治疗，提高治疗效果 [8]。
我院自2016年9月整合了急诊科、心血管内科等
相关科室，开始创建国家胸痛中心。经过努力于
2017年12月顺利通过国家胸痛中心认证。作为此
项工作的主要参与部门，我科室也充分认识到建
立胸痛中心对于STEMI患者的治疗更加高效，现
将相关体会整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连续入组2015年3月至2018
年12月于酒泉市人民医院心内科STEMI患者542
例，按入组时间分为三组，导入期入组时间为
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纳入患者148例；干预期
入组时间为2016年10月至2017年11月，纳入患者
149例；胸痛中心运行期入组时间为2017年12月至
2018年12月，纳入患者245例。诊断标准：有典型
胸痛症状；心电图有不少于2个相邻导联ST段上
移≥0.1 mV，或新发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或
伴血清肌钙蛋白升高。纳入标准：性别、年龄不
限；胸痛发作时间＜12 h；记录有完整的首次门球时间（door-to-balloon，D2B）、发病-球囊扩
张时间。排除标准：合并严重脑、肝、肾等重要
组织或器官功能不全；合并脑出血、消化道出血
等抗凝抗血小板治疗禁忌；无法定监护人。
1.2 方法
1.2.1 救治流程
1.2.1.1 导入期 导入期指我院心梗救治未行干预
的时间段。该期具体流程为：患者入院后常规挂
号，由急诊科分诊台护士预检分诊，根据分诊等
级安排相应诊室。急诊科医生接诊后，进行病史
采集，开出心电图、心肌生化标志物等项检查，
检查结果符合STEMI者，联系心内科医生会诊，
家属办理入院手续，收住心内科心脏监护病房
（CCU）。心内科医生开立医嘱，与家属沟通手
术意愿，同意者联系导管室进入术前准备，家属
办理入院手续，将患者送入导管室行急诊PCI进
行抢救。
1.2.1.2 干预期 干预期指根据导入期诊疗特点，
确定其中可能影响治疗及时性的环节，着重开展
以下工作：①医院主干道等处设置醒目标识：在
医院附近街道、医院大门、急救中心门口设置了
“胸痛中心”指引标识，急救中心、心内科等区
域设置了“胸痛中心、CCU、导管室”等地标，
门诊导诊台、挂号室、急诊分诊台、收费处、检
验科、放射科、超声科等均设置了“胸痛优先”
标识。②优化诊治流程：对全院人员及核心科室
（心内科、急诊科）的多次培训、演练，规范急
性胸痛诊治流程，严格执行急性胸痛优先及先

救治后收费原则。分别建立了自行来院、呼叫
“120”及院内发生急性心梗的处理流程。建立了
“胸痛中心（急诊联系群）”，自行来院或呼叫
“120”的胸痛患者，首次医疗接触10 min内完成
心电图，并将心电图发至“胸痛中心（急诊联系
群）”，拨打胸痛中心专用电话，胸痛中心值班
医师确诊为STEMI患者，立刻被戴上标记手环，
提醒所有参与诊疗过程的医务人员疾病的特殊
性，并及时服用“一包药”、完成术前谈话、启
动导管室，尽量让患者绕行急诊或心内科CCU，
一键启动导管室行PCI手术。介入医师及导管室医
护人员24 h排班，一旦接到电话立即到达导管室行
术前准备。③加强培训：分次开展各级、各类人
员（包括院内医生、护士、保洁员、保安等）的
培训活动，并组织专人抽查、随机询问等方式检
查培训效果，促进胸痛中心知识的普及、提高急
性胸痛的规范化诊治能力。同时，通过对急救中
心、院前急救人员及网络医院医务人员培训、沟
通与协调，密切了院前急救与院内绿色通道的无
缝衔接。④召开病例讨论会：参加人员包括质量
管理团队和急性心肌梗死诊疗团队（心内科、急
诊科、心导管室等）及其他相关辅助团队，对救
治措施和预后情况进行分析总结，讨论结果记录
在会议纪要中；连同一定时间的患者诊疗质量报
告包括变化趋势一并提交相关部门。
1.2.1.3 胸痛中心运行期 胸痛中心运行期指我院
通过胸痛中心认证后的时间段。该期在干预期的
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诊疗流程，具体包括：①加
强宣传，提倡患者发病时呼叫120入院。②加强
预谈话，确诊STEMI的转院患者，直接送导管室
行急诊PCI。③每月定期召开胸痛中心质量分析
与典型病例讨论会，完善胸痛中心数据库资料。
1.2.2 观察指标 ①记录三组患者来源；②急救
处置情况：记录首份心电图时间、首次心电-签
署知情时间、签署知情-穿剌时间，是否绕行急
诊、CCU，D2B、发病-球囊扩张时间、D2B达标
率（＜90 min计为达标）、使用药物情况；③治
疗后情况：记录并发症、住院时间、死亡情况及
出院半年内死亡率。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1.0统计
学软件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 x ±s）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
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间距）[M（Q1，Q3）]表示，采用秩和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三组患者临床资料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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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差异（P均＞0.05），具有可比性（表1）。
2.2 三组患者来源情况比较 导入期148例患者
中自行来院急诊76例，120接入52例，外院转
入20例；干预期149例患者中自行来院急诊41
例，120接入46例，外院转入62例；胸痛中心运
行期245例患者中自行来院急诊50例，120接入
65例，外院转入130例，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
＜0.001），且胸痛中心运行期外院转入患者明显
较多。
表1 三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导入期
（n=148）
男性（n，%） 129（87.2）
年龄（岁）
61.1±11.3
城市
67（45.3）
合并疾病（n，%）
高血压
59（39.9）
糖尿病
21（14.2）
高脂血症
22（14.9）
脑梗塞
5（3.4）
肾功能不全
1（0.7）
发病时间（n，%）
＜3 h
72（48.6）
3~6 h
51（34.5）
6~12 h
25（16.9）

干预期
（n=149）
120（80.5）
61.8±10.6
65（43.6）

胸痛中心运行期
（n=245）
207（84.5）
60.9±14.8
112（45.7）

P值

64（43.0）
22（14.8）
23（15.4）
5（3.4）
1（0.7）

101（41.2）
42（17.1）
32（13.1）
12（4.9）
2（0.8）

59（39.6）
56（37.6）
34（22.8）

100（40.8）
99（40.4）
46（18.8）

0.863
0.691
0.778
0.668
0.981
0.564
-

0.289
0.792
0.919

2.3 三组急救处置情况比较 经统计，三组间首份
心电图时间、首次心电-签署知情时间、签署知
情-穿剌时间，绕行CCU例数、绕行急诊和CCU
例数，D2B时间、D2B达标率、发病-球囊扩张时
间，入院24 h内阿司匹林、波立维和肝素使用占
比，院内β受体阻滞剂、他汀类药物和ACEI/ARB
占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其中，胸痛
中心运行期首份心电图时间、首次心电-签署知
情时间、签署知情-穿剌时间，绕行CCU例数、
绕行急诊和CCU例数，D2B时间、D2B达标率、发
病-球囊扩张时间与其它两组相比，也均有统计
学差异（P均＜0.05）（表2）。
2.3 治疗后情况比较 治疗后，三组并发症发生情
况、住院时间和院内死亡例数无统计学差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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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但三组出院半年内死亡例数组间有统
计学差异（P＜0.001），导入期明显高于其它两
组（表3） 。
3 讨论
与传统胸痛患者就诊模式相比，胸痛中心采
用规范、快速的诊疗流程，减少漏诊和误诊率，
为高危胸痛患者特别是STEMI患者提供了更快、
更准确的评价、治疗方法，大大降低死亡率，改
善预后[9,10]。我院于2016年9月开始创建国家胸痛
中心，整合了急诊科、心血管内科、院前急救等
核心资源，并于2017年12月顺利通过国家胸痛中
心认证。为实现院前与院内救治的无缝衔接，一
方面，中心先后与5家基层医院构建急性胸痛协
同救治体系，组建网络医院，实现对高危胸痛患
者的实时远程会诊。另一方面，与上述5家医院
分别建立了微信群，网络医院初诊的急性胸痛患
者由该医院医生将心电图发至微信群，并拨打胸
痛中心专用电话，由胸痛中心值班人员指导诊
治，对于确诊的急性STEMI患者，及时转诊急诊
PCI或溶栓后转诊急诊行冠状动脉造影，必要时
行补救PCI。这也与我院胸痛中心运行期外院转
入患者显著增多相一致。此外，我院还牵头成
立了胸痛中心联盟，联盟单位除区域内县医院、
中医院外，扩展到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经过多次培训，提高了网络医院及基层医院
的胸痛救治能力。并建立了以“胸痛中心（基层
联系群）”为群名的微信群，该群成员为我院胸
痛中心人员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
员，目前该群成员已达462名。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急性胸痛患者，基层医生
将心电图发至微信群，并拨打胸痛中心专用电
话，胸痛中心值班人员指导诊治，减少了基层医
院误诊、误治情况的发生。
我院胸痛中心通过认证前，即根据导入期诊
疗特点，在干预期即优化了其中可能影响治疗及

表2 三组急救处置情况比较
项目
首份心电图时间（min）
首份心电-签署知情时间（min）
签署知情-穿剌时间（min）
绕行CCU（n，%）
绕行急诊及CCU（n，%）
D2B时间（min）
D2B达标（n，%）
发病-球囊扩张时间（min）
入院用药情况（n，%）
入院24 h内阿司匹林
入院24 h内波立维
入院24 h内肝素
院内β受体阻滞剂
院内他汀
院内ACEI/ARB

导入期（n=148）
24.21±7.68
35.55±11.72
36.65±15.31
1（0.7）
1（0.7）
138.06±29.76
13（8.8）
362.83±183.57
137（92.6）
138（93.2）
125（84.5）
130（87.8）
142（95.9）
12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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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期（n=149）
5.91±2.23
10.96±5.16
13.56±3.36
133（89.3）
118（79.2）
65.02±17.65
108（72.5）
329.55±115.34
147（98.7）
147（98.7）
146（98.0）
143（96.0）
146（98.0）
146（98）

胸痛中心运行期（n=245）
5.20±1.38
8.86±3.44
12.20±4.61
245（100）
239（97.6）
56.60±12.09
245（100）
298.51±89.72
245（100）
244（99.6）
245（100）
236（96.3）
245（100）
240（98）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3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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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组治疗后情况比较

项目

导入期

干预期

胸痛中心运行 P值

住院时间（d）
并发症（n，%）
心力衰竭
房颤
房室传导阻滞
院内死亡（n，%）
出院半年死亡（n，%）

（n=148）
9.5±3.8
16（10.8）
4（2.7）
7（4.7）
11（7.4）
19（12.8）

（n=149）
9.2±3.3
12（8.1）
8（5.4）
7（4.7）
6（4）
5（3.3）

期（n=245）
9.2±3.2
21（8.5）
9（3.7）
11（4.5）
9（3.7）
4（1.6）

0.658
0.654
0.057
0.992
0.210
<0.001

时性的环节、制度及诊断治疗流程（包括首份
心电图时间、首次心电-签署知情时间、签署知
情-穿剌时间，绕行CCU例数、绕行急诊和CCU
例数，D2B时间、D2B达标率、发病-球囊扩张时
间）明显改善，如D2B时间由（138.06±29.76）
min缩短至（65.02±17.65）min，D2B达标率由
8.78%（13/148）提高至72.48%（108/149），但
仍未达到最优。胸痛中心成立后，从诊治宣传、
诊治流程、质量分析提高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
一切围绕“时间维度”开展，极力减少各环节
的时间消耗 [11,12]。仍以D2B为例，胸痛中心运行
期的D2B进一步缩减至（56.60±12.09）min，
D2B达标率提高至100%（245/245），其余指标
如首份心电图时间、首次心电-签署知情时间、
签署知情-穿剌时间、发病-球囊扩张时间、绕
行CCU、绕行急诊和CCU也有进一步提高，表明
胸痛中心模式可更好地使院前急救和院内各科室
协调合作，流程进一步精简，诊疗时间进一步压
缩。有研究显示，通过微信平台实现院前启动可
以明显缩短D2B时间，提高D2B时间达标率[13]。
确认为STEMI患者需予及时救治，以降低死
亡风险。其中救治方法主要包括溶栓治疗及急诊
PCI。由于本研究纳入的均为对于发病时间在12 h
以内患者，再灌注治疗应首选PCI。入院后阿司
匹林、波立维、肝素及β受体阻滞剂、他汀类、
ACEI/ARB等药物的使用对于改善病情，提高心
功能均有良好的效果 [14-17] 。干预期及胸痛中心
运行期的上述药物使用比例明显高于导入期（P
＜0.05），进一步表明这两组患者急救处置得
当。虽然三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住院时间及
院内死亡情况无统计学差异，但干预期和胸痛中
心运行期的出院半年死亡患者明显减少，显示出
后两种救治手段的远期疗效较好。
综上所述，我院胸痛中心的建设、运行，可
优化急性STEMI患者诊疗流程，提高救治效率。
未来我中心将继续在优化救治流程、加大培训力
度等方面下功夫，加强区域内医疗机构合作，完

善区域网络救治体系建设，让胸痛中心惠及我区
更多的急性STEMI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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