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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心肌缺血患者 IMA、CK-MB、cTnT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李朝辉，梁燕媚，胡雅，廖梅嫣，黄志伟，黄伟建，叶健翔

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 肇庆 526060

【摘要】 目的 探讨脓毒症心肌缺血患者缺血修饰白蛋白(IMA)、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以及心肌肌钙蛋

白T (cTnT)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期间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60

例脓毒症患者设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时间段内本院60例健康体检者设为对照组，均行 IMA、CK-MB及 cTnT检测，

比较两组受检者的 IMA、CK-MB及cTnT水平。依据观察组患者是否出现心血管事件分为事件组15例与非事件组

45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 IMA、CK-MB 及 cTnT 水平。应用 ROC 曲线测定 IMA 诊断脓毒症患者心肌缺血的最佳

Cut-off值，确定 IMA对脓毒症心肌缺血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与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

IMA、CK-MB 及 cTnT 水平分别为(68.25±20.34) U/mL、(45.68±9.45) U/L、(28.35±2.65) pg/m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0.38±3.26) U/mL、(10.62±2.76 ) U/L、(11.82±1.38) 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事件组患者的 IMA、

CK-MB 及 cTnT 水平分别为 (86.25±20.42) U/mL、(65.75±9.62) U/L、(48.32±3.65) pg/mL，明显高于非事件组的

(69.30±19.58) U/mL、(45.42±2.38) U/L、(28.40±2.59) 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合 ROC 曲线，发现

Cut-off值在 64.5 U/mL最佳，此时 IMA检测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以及阴性预测值均较高，依次是 82.61%、

88.00%、86.36%、84.62%。结论 脓毒症心肌缺血患者的 IMA、CK-MB、cTnI明显增高，IMA对脓毒症心肌缺血的

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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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 (IMA), creatine kinase-MB isoen-

zyme (CK-MB), and cardiac troponin T (cTnT) in sepsis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schemia an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IMA. Methods Sixty sepsis patients in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Zhaoqing from May 2019 to Octo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 and 60 healthy physical examination subjects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in the

same time period. IMA and CK-MB, cTnT were tested in all the patients. The levels of IMA and CK-MB in both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According to whether cardiovascular events occurr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vent group and the non-event group. The levels of IMA, CK-MB, cTnT in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OC curve was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best cut off value of IMA in the diagnosis of myo-

cardial ischemia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of IMA to sep-

sis myocardial ischemia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IMA, CK-MB, and cT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68.25±20.34) U/mL, (45.68±9.45) U/L, (28.35±2.65) pg/m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0.38±3.26) U/mL,

(10.62±2.76) U/L, (11.82±1.38) pg/m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IMA, CK-MB, cTnT in event group

were (86.25 ± 20.42) U/mL, (65.75 ± 9.62) U/L, (48.32 ± 3.65) pg/m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9.30 ± 19.58) U/mL,

(45.42±2.38) U/L, (28.40±2.59) pg/mL in non-event group (P<0.05). Combined with ROC curve, it was found that the

best cut off value was 64.5 U/mL,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of IMA were rel-

atively high, which were 82.61% , 88.00% , 86.36% , and 84.6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MA, CK-MB and cTnI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sepsis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schemia, and IMA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myocardial ischemia in se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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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属于感染引发的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能

发展成严重脓毒症与脓毒症休克，已成为临床关注的热

点。伴随人口老龄化、侵入医疗手段增多和肿瘤患病率

升高，脓毒症发病率也在不断升高，其中高达1/4的患

者最终死亡[1-2]。心肌缺血是脓毒症重要的并发症，且

心血管功能于脓毒症早期就能出现改变，同时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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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死率紧密相关[3]。因此，对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

度及心功能障碍出现风险开展早期评估，然后制定出

进一步治疗方案可能对脓毒症救治有着重要临床意

义。近年来，在脓毒症较多辅助诊断指标中，降钙素

原(PCT)以及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备受关注，但

该两项指标在脓毒症诊断中的特异性较差，仅通过

检测PCT及 hs-CRP水平不能准确对脓毒症患者的心

血管事件开展评定，因此，积极寻找脓毒症患者心血

管并发症早期预测的理想血清学标记物具有重要的

临意义 [4-5]。为此，本文就脓毒症心肌缺血患者缺血

修饰白蛋白(IMA)、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和心肌

肌钙蛋白 T (cTnT)水平的变化以及 IMA 对心肌缺血

的诊断价值进行探讨，以期为该病的临床诊治提供

一定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

期间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 60例脓毒症患者设

为观察组，其中男性 38例，女性 22例，年龄 18~70岁，

平均(46.38±4.25)岁。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符合

脓毒症的相关诊断标准[6]；③同意纳入本研究。排除标

准：①年龄<18岁；②存在严重冠心病、急性心梗、高血压

心脏病或者急性心肌炎者；③哺乳期或者妊娠期女

性。另选取同时间本院60名健康体检者设为对照组，

其中男性39例，女性21例；年龄18~72岁，平均(46.45±

4.18)岁。两组受检者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获我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患者均自愿参与，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血清学指标 所有受检者均接受 IMA、

CK-MB以及cTnT检测，于首诊或入院1 h内抽取外周

静脉血，对照组在体检日清晨抽取外周静脉血。采取

ACB试验法测定血清 IMA水平，方法：将氯化钴加入

到待测样品，然后加入二硫苏糖醇，根据红褐色反应

的程度来间接判断 IMA 的含量，检测 505 nm 位置的

吸光度，间接定量测定 IMA，上述操作过程均于贝克

曼 AU5800 生化分析仪中进行。cTnT 选择电化学发

光法测定(试剂盒购自德国罗氏公司)，CK-MB 选择

免疫抑制法测定(试剂盒购自北京百奥泰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所有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操作。

IMA 正常参考值为 0~85 U/mL，CK-MB 正常参考值

为0~25 U/L，cTnT正常参考值为0~14 pg/mL。

1.2.2 心血管事件 记录脓毒症患者心肌缺血

发生情况，其中出现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

衰竭、心源性猝死等心血管事件确定为发生心肌缺

血，并根据是否发生心血管事件将观察组患者进一步

分为事件组和非事件组。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3.0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测

定 IMA诊断脓毒症患者心肌损伤的最佳Cut-off值。

2 结果

2.1 两组受检者的 IMA、CK-MB和 cTnT水平比

较 观察组患者的 IMA、CK-MB及 cTnT水平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事件组与非事件组患者的 IMA、CK-MB 和

cTnT 水平比较 观察组中 15例出现心血管事件，占

25.00% (15/60)；余下 45 例未出现心血管事件，占

75.00% (45/60)。事件组患者的 IMA、CK-MB和 cTnT

水平明显高于非事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IMA 诊断脓毒症患者心肌损伤的最佳

Cut-off 值 IMA 用于诊断脓毒症患者心肌缺血的

ROC曲线如图1所示。曲线下面积是0.943 9，面积标准

误是0.050，P=0.001。综合分析Cut-off值在64.5 U/mL

最佳，此时 IMA 检测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以

及阴性预测值均较高，依次为 82.61% 、88.00% 、

86.36%、84.62%。

3 讨论

脓毒症是临床一类常见危重疾病，患者心脏功

能常存在障碍。据有关资料显示，高达 50%左右的

表1 两组受检者的 IMA、CK-MB和cTnT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60

60

IMA (U/mL)

68.25±20.34

10.38±3.26

21.761

<0.05

CK-MB (U/L)

45.68±9.45

10.62±2.76

27.585

<0.05

cTnT (pg/mL)

28.35±2.65

11.82±1.38

42.855

<0.05

表 2 事件组与非事件组患者的 IMA、CK-MB以及 cTnT水平比较

(x-±s)

组别

事件组

非事件组

t值
P值

例数

15

45

IMA (U/mL)

86.25±20.42

69.30±19.58

4.641

<0.05

CK-MB (U/L)

65.75±9.62

45.42±2.38

12.392

<0.05

cTnT (pg/mL)

48.32±3.65

28.40±2.59

34.476

<0.05

图1 IMA诊断脓毒症患者心肌缺血的R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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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患者心肌功能存在损伤、缺血，严重时可进一

步引起多脏器功能损伤，严重威胁患者的预后和生

命安全[7-8]。因此，防止心功能障碍发生及发展对改善

脓毒症患者的预后发挥着重要作用。cTnT、CK-MB

是两类传统的心肌特异性标志物，这两项指标只在无

法逆转细胞受损、细胞膜完整性受到破坏后，血中水

平才会出现上升，而短期、能够逆转的心肌缺血发作，

不会使两者水平上升[9]。因此，传统检查手段不可当

作心肌缺血诊断中的早期标准。寻找可以早期灵敏

反映心肌缺血的血清学标志物，早期实现脓毒症患者

心肌缺血识别，进而进行积极的干预，对改善患者的

预后具有重要价值。

人血清白蛋白(ALB)在正常条件下，其氨基末端

可与钴、铜等过渡型金属进行结合。但是组织缺血发

生时可导致ALB的氨基末端序列出现变化，降低了其

与钴的结合能力，上述经改变修饰后的 ALB 即为

IMA。大量研究证明，IMA 可较好地对心肌缺血状

况进行反映，且脑梗死、肺栓塞等器官缺血发生时

可以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有研究证明心肌缺血

开始后，IMA 在数分钟内即可检测出升高，高峰可

持续 6 h，其在循环中的浓度在缺血发生后 24 h 恢

复至正常范围 [10]，因而其在诊断心肌缺血方面特异

性高，敏感性强。IMA 被认为是心肌缺血的敏感标

志物，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应用于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的排除诊断 [11]。DAWIE 等 [12]比较了

IMA、CK-MB和 cTnT在诊断心肌缺血的诊断价值，结

果表明：与CK-MB 和 cTnT相比，IMA 检测心肌缺血

更为简便、快捷，IMA诊断心肌缺血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为100%和85.3%。因此，IMA成为了广受重视

的心肌缺血检测指标，和传统心肌缺血有关标志物，

例如 cTnT和CK-MB等对比，其能更早期地诊断心肌

缺血，并对心血管事件做出重要预测[13]。脓毒症心肌

损伤一旦发生，机体往往出现内毒素、自由基的释放

增多，炎症反应加剧，上述变化均会损伤心肌，使细胞

膜出现通透性增加；此外，细胞内途径的活化造成心

肌肌钙蛋白出现裂解，部分裂解产物进入到外周循环

中，导致血清CK-MB、cTnT等水平的上升，这时心肌

损伤会进一步加重，易出现各类心血管事件，严重影

响患者预后。本研究发现，观察组的 IMA、CK-MB以

及 cTnT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中事件组的

IMA、CK-MB以 cTnT水平均高于非事件组，说明脓毒

症患者的 IMA、CK-MB以及cTnT水平有异常升高，联

合三项检测能对其心血管事件进行早期预测。另一

方面，结合 ROC 曲线，发现 Cut-off 值在 64.5 U/mL 最

佳，此时 IMA检测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以及阴

性预测值依次为 82.61%、88.00%、86.36%、84.62%。

王宇等[14]发现，联合CK-MB、cTnT及 IMA可以明显增

加心肌缺血的诊断敏感性。CK-MB、cTnT 两者结合

对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敏感性只有 57%，若结合

IMA敏感性可以提高到97%，阴性预测值92%。说明

IMA属于敏感度以及阴性预测值较高的一项检查，同

时结合 IMA水平可给医师制定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提

供依据。

综上所述，IMA、CK-MB、cTnI在脓毒症心肌缺血

患者明显增高，可以反映脓毒症患者的心血管功能变化，

IMA对脓毒症心肌缺血的诊断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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