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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二聚体评价主动脉夹层不同类型及预后的临床研究
陈 倩，刘景峰，陈 锋，胡卫民，刘盛辉

（北京市良乡医院急诊科，北京 102401）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浆 D-二聚体（DD）浓度与不同类型主动脉夹层(AD)在诊断、预后等方面的相关

性。方法 选取我院2008年1月至 2011年12月经动脉三维血管成像（CTA）检查确诊为AD的患者35例；将其

分为Stanford A型（A组，16例）和Stanford B型（B组，19例）两组。检测两组患者血浆DD水平并统计学分析。

结果 （1）35 例患者有 27 例 DD＞0.5 μg/ml，诊断敏感性为 77.14%。（2）血浆 DD 浓度值 Stanford A 型大于

Stanford B型[(2.31±1.25）µg/ml vs (1.23±0.89) µg/ml，P＜0.05]。（3）24 h内死亡患者DD值高于生存患者[（3.19±

0.74）µg/ml vs (1.36±0.98) µg/ml，P＜0.05]，A组死亡率高于B组死亡率（37.5% vs 10.5%，P＜0.05），A组死亡患者

DD水平高于B组死亡患者水平[（3.40±5.17）µg/ml vs(1.9±0.00) µg/ml，P＜0.05）]。结论 Stanford A型血浆D-二

聚体浓度高于Stanford B型。血浆D-二聚体浓度升高提示主动脉夹层撕裂范围增大，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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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plasma D-dimmer concentration and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AD). Methods Thirty-five patients confirmed as AD by CTA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8 to December 2011 were divided into Stanford A type (group A) and Stanford B type

(group B). The D-dimmer levels in blood plasma were detect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1) Of the 35 patients,

27 had relatively higher D-dimmer levels (>0.5 μg/ml), with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of 77.14%. (2) The D-dimmer lev-

els of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 (2.31±1.25) μg/ml vs (1.23±0.89) μg/ml, P<0.05]. (3) The D-dim-

mer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ho died within 24 hours than those survived [(3.19±0.74) μg/ml vs (1.36 ±

0.98) μ g/ml, P<0.05]. The mortality rate of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

[37.5% vs 10.5%, P<0.05], and the D-dimmer levels of the dead patients in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dead patients in group B [(3.40 ± 5.17) μ g/ml vs (1.9 ± 0.00) μ g/ml, P<0.05).

Conclusion The blood plasma D-dimmer levels of Stanford A type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Stanford B type. The

increase of D-dimmer levels indicates the aggravation of aortic dissection and bad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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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是指动脉内

的循环血液通过内膜破口进入主动脉中层形成血肿，

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大动脉疾病 [1]。其发病急、进展

快、病死率高。据统计数据显示，48 h内死亡率达到

68%，随后每小时死亡率为1.4%，一年生存率仅为2%

~8%[2]。血浆D-二聚体（DD）是交联纤维蛋白的降解

产物，能反映体内纤溶活性和凝血功能，在血栓性疾

病的诊断中有重要作用，已经被证明可以用来协助诊

断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目前国内很多报道AD患

者血浆D-二聚体浓度升高，有助于AD的早期诊断。

本文回顾分析了我院35例AD患者临床资料，分析不

同型主动脉夹层间D-二聚体与诊断、预后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确诊的35例AD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8例，女

7例；年龄 30~83岁。所有患者均经动脉三维血管成

像（CTA）检查确诊为AD，且患者发病距采血检测D-

二聚体时间在 12 h内。依照CTA结果，将患者分为

Stanford A 型(A 组)和 Stanford B 型(B 组)两组，且两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高血压病程、发病至采血时间等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血浆D-二聚体检测方法 采用免疫散射

比浊法，SysmexCa7000型全自动血凝仪分析，正常值

＜0.5 µ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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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χ2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血浆 DD 浓度与诊断的关系 本研究发

现，并非所有的 AD 患者血浆 DD 浓度均升高。35

例 患 者 有 8 例 DD＜0.5 µg/ml，诊 断 敏 感 性 为

77.14% (35 例患者有 27 例 DD＞0.5 µg/ml)；其中 A

组有 3 例 DD＜0.5 µg/ml，13 例 DD≥0.5 µg/ml 诊断

敏感性为 81.25%；B 组有 5 例 DD＜0.5 µg/ml，14 例

DD≥0.5 µg/ml诊断敏感性为73.68%，经比较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82，P＞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DD值比较 大部分主动脉夹层

患者血浆DD浓度明显升高，A组高于B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值2.964，P值0.007），见表3。

2.3 血浆 DD 浓度与预后的关系 统计发病

24 h内死亡患者人数，死亡患者DD值明显高于存活

患者 DD 值，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18，

P＜0.05)；死亡率比较：B组死亡 1例，A组死亡 6例，

A组死亡率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组死亡

患者DD水平明显高于B组死亡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4和表5。

3 讨 论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外科常见急症，若诊断和治

疗不及时，死亡率很高[3]。有报道其发病早期病死亡

率高达每小时1%~2%[4]。根据升主动脉是否受累，降

主动脉发生夹层时分为A、B两型，累及升主动脉的

为Stanford A 型，相当于 DeBakey Ⅰ型和Ⅱ型；夹层

病变仅限于腹主动脉的为 Stanford B 型，相当于

DeBakeyⅢ型 [5]。AD 患者由于夹层累及的部位、范

围、程度不同其临床表现也复杂、多变，因而诊断有

一定难度[6]。目前确诊依靠影像学检查，刘光洪等[7]

研究显示 CTA 有助于主动脉夹层的诊断，横断面

CTA 影像为诊断主动脉夹层的基础，结合二维、三

维成像方法，可准确、直观地显示主动脉夹层的部

位和范围。但是这些检查耗时费力、风险大，不适

合早期急诊应用；而简单快速的实验室检查指标尚

缺乏。

D-二聚体检测已经广泛应用于血栓性疾病，进

几年许多关于D-二聚体与主动脉夹层相关性的研究

发表。D-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XⅢ交

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性降解产

物，是一个特异性的纤溶过程标记物，只要机体血管

内有活化的血栓形成及纤维溶解活动，D-二聚体就

会升高，因此它是临床诊断深静脉血栓(DVT)、肺栓

塞(PE)、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等疾病的关键指标，

对肺栓塞的诊断敏感性达 94%[8]。本研究对确诊的

AD患者35例进行Stanford分型比较，发现35例患者

有8例DD＜0.5 µg/ml，27例DD≥0.5 µg/ml，诊断敏感

性为 77.14%。其中 Stanford A 有 3 例 DD＜0.5 µg/ml，

13例DD≥0.5 µg/ml，诊断敏感性为81.25%；Stanford

B 5 例 DD＜0.5 µg/ml，14 例 DD≥0.5 µg/ml，诊断敏

感性为 73.68%：经比较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D-二聚体可以作为AD早期诊断筛选指

标，但是其敏感性不是 100%，Stanford A 型和 Stan-

ford B型之间比较对于诊断无差异。本组观察发现

有 8 例患者 D-二聚体值小于 0.5 µg/ml，证明其阴性

排除率并非为100%。李世英等[9]研究显示血浆D-二

表5 两组患者死亡率比较及与DD关系(x-±s)

组别

A组

B组

t(χ2)值

P值

死亡

6

1

5.641a

0.018

生存

10

18

DD值（µg/ml）

死亡

3.40±5.17

1.90±0.00

2.683

0.044

存活

1.65±1.09

1.19±0.90

1.193

0.244

死亡所占比例

（%）

37.5

10.5

注：a为χ2值。

病例数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x-±s)

组别

A组

B组

t(χ2)值

P值

病例数

16

19

性别（例）

男

13

15

0.029a

0.865

女

3

4

年龄(岁)

58.44±12.96

58.79±12.86

1.061

0.297

采血时间（h）

3.94±3.32

3.84±3.92

0.078

0.938

高血压

病程(年)

11.44±12.57

3.84±3.92

0.656

0.537

注：a为χ2值。

表2 两组患者DD值诊断敏感性（例）

组别

A组

B组

病例数

16

19

DD≥0.5 µg/ml

13

14

DD＜0.5 µg/ml

3

5

敏感性（%）

81.25

73.68

表3 两组患者D-二聚体值比较(x-±s)

组别

A 组

B组

例数

16

19

DD值（µg/ml）

2.31±1.25

1.23±0.89

表4 死亡患者与生存患者DD值比较(x-±s)

项目

死亡

生存

例数

7

28

DD值(µg/ml)

3.19±0.74

1.3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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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体＞500 µg/L预测AD的敏感性为92.24%，可以作

为辅助筛查指标。可见血浆D-二聚体浓度在AD患

者中显著升高，具有重要鉴别诊断意义，目前无法将

其作为AD诊断的金标准[10]。同时对于血浆D-二聚

体正常的患者也不能轻易否定AD的诊断，需要结合

患者病史、症状及其他辅助检查最终明确。

血浆D-二聚体水平升高与主动脉夹层分型的研

究也见报道，结果不一[11-12]。本研究发现血浆D-二聚

体浓度 Stanford A 型高于 Stanford B 型，统计学分析

有意义。故笔者认为血浆D-二聚体水平可以用于进

行夹层撕裂范围大小的判断。D-二聚体显著升高代

表夹层撕裂范围较广[9]，其与血流/假腔接触面积（血栓

形成）成比例升高[13]，不良预后风险增强。李淑娟等[14]

研究结果显示AD患者病变范围越大，D-二聚体水平

越高，死亡组D-二聚体水平高于5 µg/ml。本研究发

现 24 h内死亡患者中，DD值为(3.19±0.74) µg/ml (平

均为 3.19 µg/ml)，与上述研究结果不符，考虑与样本

量少有关。Stanford A型死亡率高于Stanford B型死

亡率；Stanford A 型死亡患者 D-二聚体水平高于

Stanford B型死亡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同时

还发现死亡患者血浆D-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生存患

者，说明血浆D-二聚体越高，AD患者死亡率越高，预

后越差。这与国内许多研究相符[9-10，15-17]。显示血浆

D-二聚体水平对预后判断有一定价值。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分子标志物进

行疾病早期诊断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进展 [18]。

血浆D-二聚体是急诊科常用的快速检测项目，各类

医院广泛开展，简便易行，可以作为临床怀疑急性主

动脉夹层患者的重要筛查指标，并且对病情判断及预

后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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