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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相关的心肌梗死二级预防指南的质量评价及内容分析
程侣1，李文姣1，赵梦竹2，饶畅2，金昌德3，靳英辉4，李艳3
【摘要】目的 对2013年至2018年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相关指南进行质量评价，并提取中医相关的二
级预防内容，为规范化构建我国心肌梗死患者中医二级预防指南和健康教育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系统检索近5年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以及国内外临床实践指
南网站等发布的含有中医相关的心肌梗死二级预防内容的指南或共识，用AGREE Ⅱ对符合纳排标准的
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并对提取的内容进行分析。结果 共纳入文献4篇。AGREE Ⅱ各领域标准化平均得
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范围和目的、清晰性、参与人员、独立性、严谨性、应用性。经内容分析，最终汇
总成用药指导、康复指导2个方面，共13条推荐意见。结论 本次指南整合形成了心肌梗死二级预防中医
领域高级别的循证资源，为临床护理实践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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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relevant guidelines for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from 2013 to 2018, and extract the content of secondary prevention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TCM secondary prevention
guidelines and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s for MI patients in China.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VIP and WanFang
Data and websites of clinical practice guide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systematically retrieved in the last 5 years
for screening the guidelines or consensus containing TCM-related content of MI secondary prevention. The
liter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were given quality review by using AGREE II
and extracted content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totally 4 articles included. The standardized average
scores in a descending order in various AGREE II fields were as follows: scope and purpose, clarity, participants,
independence, preciseness and applicability. After content analysis, there were 2 aspects and 13 recommendations
summarized finally in medication guidance and rehabilitation guidance. Conclusion The guideline integrations
form out high-level evidence-based resources in the field of TCM-related MI secondary preven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Key words] Myocardial infarction; Secondary prevention; Guidelines for clinical practice; Quality evaluation;
Content analysis

欧洲心脏病学会（ESC）、美国心脏病学会
（ACC）和美国心脏协会（AHA）专家组在2018
年发布了第4版心肌梗死全球统一定义，包括自发
性心肌梗死、继发性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导致的
心源性猝死等5类心肌梗死[1,2]。在中医学中，其归
属于“胸痹”、“心痛”、“厥心痛”、“真心
痛”等范畴 [3]。根据《中国心血管报告2018》可
知 [4]，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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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6年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总体仍呈上升态
势。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心肌梗死患者的住院
病死率降低了，但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猝死等
再发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仍非常高[5]。二级预防
主要针对已有心肌梗死的患者，预防其再发心肌
梗死等急性心血管疾病，主要包括药物治疗、非
药物干预和控制心血管危险因素[6]。做好心肌梗死
的二级预防，对延缓病情进展、降低心血管疾病
的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7]。
中医药在防治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自己的临
床优势，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施治”
及“治未病”的理念，使其有针对性的调节患
者的全身状态；同时中医还具有“简、便、
廉、验”的特色优势 [8-10] 。为响应国家《中医
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 [1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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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积极发挥中医药在心肌梗死二级预防中
的能动性，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拓展中医
特色康复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
展，本研究使用AGREE Ⅱ对中医相关的心肌
梗死二级预防指南进行质量评价，对其中关于
中医的心肌梗死二级预防推荐意见进行整合分
析，为规范化构建我国心肌梗死患者中医二级
预防健康教育方案和指南提供参考依据，进一
步促进心肌梗死的疾病控制与管理，同时积极
发挥中医在慢病管理中的优势。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VIP）、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
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PubMed、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NICE）、
Scottish Intercollegiate Guidelines Network（SIGN）、
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Network（GIN）、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等数据库或网站，尽
可能地全面搜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于心肌梗
死二级预防内容相关的指南。采用主题词和自
由词相结合的检索方式进行，并根据不同的数
据库进行相应的调整。检索时限限制为2013年1
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限制语种为中文和英
文。中文检索词为：心肌梗死、心梗、冠心病、
急性冠脉综合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胸痹、心痛、厥心痛、真心痛、指南、共识、建
议等；英文检索词为：myocardial infarction、heart
infarction、coronary heart disease、acute coronary
syndrome、AMI、STEMI、NSTEMI等。以PubMed
为例，检索策略如表1。主要以计算机检索为主，
辅以手工检索，避免遗漏文献，确保查全率。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语言为中文或英文；②心肌梗
死二级预防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或专家共识；③
指南若有多个版本纳入最新版本；④近5年发布
表1 PubMed检索策略
步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关键词
Myocardial Infarction[MeSH Terms]
Heart infarction[Title/Abstract]
Coronary Heart Disease[Title/Abstract]
Acute coronary syndrome[Title/Abstract]
Myocardial infarction[Title/Abstract]
AMI[Title/Abstract]
STEMI[Title/Abstract]
NSTEMI[Title/Abstract]
CHD[Title/Abstract]
ACS[Title/Abstract]
#1OR#2OR#3OR#4OR#5OR#6OR#7OR#8OR#9OR#10
Practice Guideline[Publication Type]
Practice Guidelines as Topic[MeSH Terms]
#12OR#13
#11AND#14

或更新日期为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指南；⑤目标
人群为≥18岁的患者。
1.2.2 排除标准 ①重复文献；②直接翻译或改编
的国外指南、指南解读文件等；③非完整性指
南，或仅包含目录、摘要、推荐意见的简要版
本；④指南的临床实践实施与应用研究；⑤推荐
意见中不含中医相关的心肌梗死二级预防内容。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2位研究人员背靠背按
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相
互交叉核对。筛选文献均严格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
进行筛查，如有分歧，则由第三方进行裁定。文
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
后，进一步阅读文献摘要及全文以明确是否纳入。
提取纳入研究的资料：文献名称、发表杂志、发表
年份、发布机构、证据性质、参考文献数量、中医
相关的心肌梗死二级预防推荐意见等。
1.4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根据AGREE Ⅱ的指南
评价要求，由4名经过专业培训的研究人员采用
2009年发布的AGREE Ⅱ独立对纳入的文献进行
质量评价。该工具包括6个领域（范围和目的、
参与人员、制定的严谨性、表达的明晰性、应用
型、编辑的独立性）共23个条目。研究人员按照
指南报告内容与条目符合程度进行评分。评价结
束后，根据指南各领域的标准化百分比，综合判
断指南是否值得推荐在临床上使用。A级：6个领
域均≥60%；B级：3个领域≥30%，有领域得分
＜60%；C级：3个以上领域得分＜30%[12]。
1.5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1.0软件计算组内相关系
数（ICC），对4名研究人员的评价的一致性进行
检验。如果ICC＞0.80，说明评价者之间的一致
性非常好 [13]。在正式评价前4名研究人员进行预
评价，预评价的ICC＞0.80时说明评价者间一致
性好，方可进行正式评价。正式评价后再次计算
ICC，以此评价4名研究人员正式评价的一致性。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通过系统检索共获得1991篇相
关文献，根据纳排标准经过严格筛选后，最终纳
入文献4篇[3,14-16]，具体筛选流程图如图1所示。
2.2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纳入的4篇文献
[3,14-16]
均来自中国，发表时间均在2014~2018年。
其中3篇为专家共识 [14-16]，1篇为循证指南 [3]。纳
入指南中2篇[15,16]是由中华医学会分会牵头制定，
2篇[3,14]是由中国医师协会分会牵头制定。纳入指
南参与制定的专家人数为28~109人，其中包括方
法学专家、临床心内科及康复科医生等。其涵盖
的主题包括疾病的临床特征、诊断标准、中医治
疗、心脏康复以及二级预防原则等。纳入指南的
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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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2.3 AGREE Ⅱ评价结果
2.3.1 评价者间一致性检验 4位研究人员预评价的
ICC值为0.877，正式评价ICC值为0.811，均大于
0.80，表明评价者间一致性好[13]。
2.3.2 6个领域的具体评价 对纳入文献的评价结
果显示，平均标准化得分最高的是范围和目的
（76.39%），其次为清晰性（57.99%），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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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38.54%），独立性（36.46%），严谨性
（19.4%），应用性（13.8%）。其中3篇[3,14,15]文
献推荐级别为B级（修订后推荐），1篇[16]文献为
C级（不推荐）。指南评价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2.4 指南中与中医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相关的推荐意
见 本研究纳入4篇文献，经提取、梳理及整合分
析后，有关于中医心肌梗死二级预防内容推荐意
见主要分为用药指导和中医康复指导，共有2大
类以及13条内容。推荐意见汇总如表4所示。
2.4.1 用药指导 纳入文献中关于药物的推荐意见
可分为缓解症状、伴随疾病防治、并发症防治等
3个方面。对于无法使用吗啡镇痛或使用吗啡镇
痛后效果不佳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速效救心丸等
中药治疗 [3]。心肌梗死患者伴随有高血压、血脂
异常、抗血小板凝集等疾病时使用松龄血脉康胶
囊、血脂康胶囊、芪参益气滴丸等中成药[3,14,15]。
在并发症防治方面，使用芪苈强心胶囊、芪参益
气滴丸、稳心颗粒等药已有较好的效果[3,15]。
2.4.2 中医康复指导 纳入文献中关于中医康复指
导的推荐意见可分为中医适宜技术、传统功法及

表2 纳入指南特征表
指南

名称

发表杂志

发布 发布机构/著者

证据 目标人群

编号
1

75岁及以上稳定性冠心病

中国综合临床

年份
2018 中华医学会老年

性质
专家 75岁以上的稳定性 高龄冠心病

2

患者运动康复中国专家共识
高龄老年冠心病诊治
中华老年

医学分会
2016 中华医学会老年

共识 冠心病患者
运动康复
专家 80岁以上的冠心病 高龄老年冠心病 46

3

中国专家共识
急性心肌梗死中西医结合

医学杂志
中西医结合

医学分会
共识 患者
诊治特点
2014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 专家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急性心肌梗死的 62

4

诊疗专家共识
急性心肌梗死中西医专家

心脑血管病杂志
结合医师分会等
共识
中国中西医
2018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 循证 18岁以上的急性

中西医结合诊疗
急性心肌梗死的 163

诊疗指南

结合杂志

中西医结合诊疗

结合医师分会等

指南 心肌梗死患者

主题

参考文献
（篇）
45

表3 纳入指南评价结果汇总表
指南编号
1
2
3
4
平均分

范围和目的
75
76.39
70.83
83.33
76.39

各领域标准化得分（%）
参与人员 严谨性 清晰性
25
6.25
36.11
36.11
14.58
58.33
38.89
8.33
55.56
54.17
48.44
81.94
38.54
19.4
57.99

应用性
27.08
10.42
9.38
8.33
13.8

独立性
16.67
41.67
33.33
54.17
36.46

≥30%领域数（个）

≥60%领域数（个）

推荐级别（级）

2
4
4
5
-

1
1
1
2
-

C
B
B
B
-

表4 纳入指南的推荐意见汇总
主题
用药指导

推荐意见
1.速效救心丸 、复方丹参滴丸、麝香保心丸、宽胸气雾剂等[3]
2.松龄血脉康胶囊[3]
3.血脂康胶囊[3,14,15]
4.芪参益气滴丸[3,14]
5.芪苈强心胶囊、芪参益气滴丸[3]
6.稳心颗粒[3]
7.参松养心胶囊[3]
冠状动脉微循环障碍 8.通心络胶囊[3,15]
支架内再狭窄
9.芎芍胶囊[3,14]
10.通冠胶囊[3]
中医康复指导 中医适宜技术
11.针灸、推拿、火罐、刮痧、中药熏蒸等[3,16]
运动指导
12.中医传统功法[16]，八段锦、太极拳[3]
饮食指导
13.药膳[16]
缓解胸痛
伴随疾病防治 高血压
血脂异常
抗血小板凝集
并发症防治 心力衰竭
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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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指导3个方面。中医有很多治疗方法可为康
复所借鉴运用，常用的针灸、推拿、火罐、刮
痧、中药熏蒸等在心肌梗死患者改善心功能、缓
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再入院率等方面都
展现出不俗的表现 [3,15]。中医的传统功法，如太
极拳、八段锦等对于中高危或运动能力较差的
患者较为适宜 [3,16]。太极拳是一种低强度的有氧
运动，有助于改善心肺功能。八段锦具有动静相
兼、柔和缓慢等特点，有助于调理脏腑、经络气
血的作用 [3]。同时指南也推荐将药膳融入到高龄
患者心脏康复的营养指导中[16]。
3 讨论
3.1 对中医心梗二级预防相关指南的发表现状分
析 随着国家逐渐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
临床指南的数量不断增长。但现有的中医药临
床实践指南存在推广力度不足、临床可信证据
不足等问题 [17] 。在本研究结果显示，国外指南
中对于中医药的推荐意见鲜有出现，且国内含
有中医相关的二级预防内容的仅为4篇，表明目
前与中医相关的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的高级别证
据较少。其实中医在心肌梗死二级预防中有其
独特优势，如我国公民对于中医服务的接受度
和信任度较高 [18] 。同时一项Meta分析 [19] 表明，
太极拳、气功和八段锦等中国传统运动方式能
够降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血压、血脂水平。
因此，指南制作过程中应综合考虑我国国情与
循证医学的方法学，同时结合中医药的研究成
果，挖掘更多中医有关的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的
证据，积极推广和发挥中医药的正能量。
3.2 对指南质量评价分析 近年来在“推进中医药
标准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政策的助力下，国家
对制定高质量中医药临床指南越来越重视，同时
伴随着循证医学的快速发展，我国中医药临床指
南的制定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21]。但有研究
表明我国中医药临床指南整体质量不高，与国际
临床指南水平相差较远，主要体现在除“范围
和目的”、“清晰性”以外的四个领域[21]。这与
本研究结果较为一致，本研究纳入的4篇指南在
“范围和目的”、“清晰性”领域得分较高，在
“参与人员”、“严谨性”、“应用性”、“独
立性”领域得分较低，提示指南整体的水平还有
待提高。纳入的指南均报告了参与指南制定的人
员名单且尽量选取了各领域的专家，但未提及是
否收集目标人群的意见，这可能受中文版面的限
制，导致方法学描述不够细致从而影响质量评价
结果。纳入指南在应用性领域得分低，指南中报
告关于指南推广应用过程中的促进和阻碍因素以
及潜在的相关资源较少，可能与指南制作者将指

南制作与应用视为两个阶段所导致的[22]。建议今
后指南制定者在指南正式发布前在小规模的医疗
环境中进行试用，以此判断指南的应用性。在编
辑的独立性领域，4篇指南均有报告利益冲突的
情况，但表达上不够清晰、简洁，建议今后指南
制作者将利益冲突声明叙述清晰，以得到更多使
用者的认可，便于指南的推广应用。
3.3 对指南推荐内容的思考
3.3.1 用药指导 合理使用有循证证据的二级预防
药物是改善心肌梗死患者预后的重要措施[15]。有
研究表明，在西医规范用药的基础上联合使用中
药，可促进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血管新生、抑制
心室重构、改善心肌功能同时也有助于减少患者
心绞痛发作频率和再住院率[23,24]。新发表的多项
Meta分析结果显示[25-27]，指南中推荐的复方丹参滴
丸、芪参益气滴丸、通心络胶囊等中成药在心肌
梗死患者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改善左室射
血分数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由此可知，中成
药在心肌梗死的二级预防中有其独特优势。但在
研究思路上，中医药需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式，挖
掘更多地使用中成药的证据，从而促进中医药产
业及其临床应用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发展[28]。
3.3.2 中医康复指导 中医学历来推崇“治未病”
的理念，如《灵枢·逆顺》中提到上工刺其未生
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上工治未病，
不治已病，此之谓也[10]。“治未病”的理念包括
未病先防、疾病防变、瘥后防复，这与现代预防
医学中提到的预防、治疗、康复三个阶段的目标
相吻合[29]。心肌梗死患者科学合理的康复管理主
要目标是二级预防，防治心血管事件的再次发作
尤为重要[30]。2017年卫计委公布的药食同源的中
药名单中指出葛根、山楂、决明子等具有降血脂
的作用[31]。药食合用、相互协同的中医优势可以
减少长期服药之弊，有利于机体及心脏康复[32]。
也有Meta分析指出[33,34]指出太极、八段锦有望作为
心脏康复运动处方的一种选择。中医除了指南中
提到的药物、运动、饮食以外还有生活起居、自
然环境、情志等方面的康复理念[32]。近年来，多
项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心血管疾病和心理疾
病常常并存，这种现象引起了医生对于双心疾病
的重视，而中医提倡的“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念
由来已久[35]。在“双心疾病”治疗中，传统中医
治疗除药物以外还有针灸、情志相胜、移情易志
等方法来调摄患者情志，同时中医治疗还具有易
被患者接受，且副作用小的优势[36]。李甜等[37]系
统评价显示中医情志护理联合护理常规有助于改
善冠心病患者的焦虑与抑郁症状。郑亚威等[38]通
过网状Meta分析的方法证实了中医药疗法对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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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失眠的有效性，且分析得出中药复方+按摩+五
音+常规护理是最佳疗法的可能性最大。综上所
述，中医药对心脏康复的认识由来已久，方法独
特，可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改善临床症状，提
示我们今后应重视发挥中医药心脏康复理论及方
法，使其成为心肌梗死患者二级预防的新动力。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仅筛选中文及英文的
中医相关的心肌梗死二级预防指南，最终结果中
纳入的指南均为中文，因此可能存在选择性偏
倚。中文指南受到版面篇幅及发表格式的限制，
易使指南质量评价结果的受到影响。同时AGREE
Ⅱ可能不完全适用于评价专家共识类的指南，也
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医相关内容的指南，今后研究
应结合我国国情使用AGREE Ⅱ或者结合其他指
南评估工具进行更客观全面的指南评价。
综上所述，中医相关的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的
高级别证据较少，中医康复医学在我国具有悠久
的历史及丰富的内涵，如何挖掘中医在心肌梗死
二级预防中的优势，并加以研究、实践、推广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2]。呼吁相关学者开展更多地
验证性研究，为进一步构建心肌梗死中医类的二
级预防指南和健康教育方案提供参考依据。加大
我国指南的推广应用，在实践中发现不足，不断
地对指南进行修订、完善，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医
药事业的长足发展，最终改善心肌梗死患者临床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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