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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运动试验与运动平板试验及动态心电图
在评价心肌缺血中价值对比
符会妮1，华朋铎2，韦雪峰3，吕树志3
【摘要】目的 对比心肺运动试验与运动平板试验及动态心电图在评价心肌缺血中价值。方法 选择
河南省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自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接诊的562例疑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
心脏病（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采取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动态心电图检测，以冠状
动脉（冠脉）造影结果作为确诊标准，比较单独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或心电图检测及联合
应用对心肌缺血的诊断效能。结果 在本组562例疑诊冠心病患者中，经冠脉造影确诊心肌缺血328例；
单独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检测诊断心肌缺血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
性预测值、符合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联合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
检测诊断心肌缺血上，串联法的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明显高于并联法，敏感性和阴性预测值明显低于并
联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联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检测对单支病
变、双支、三支病变血管及轻度、中度、重度狭窄病变血管的诊断敏感性均明显大于单项检查，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心肺运动试验与运动平板试验及心电图对心肌缺血均具有良好的诊断
效能，三者联合应用评价血管病变支数和狭窄程度的敏感性明显优于单项检查，值得进一步研究应用。
【关键词】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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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with exercise plate test and

electrocardiogram in evaluating myocardial ischemia. Methods A total of 562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were admitted to Nanyang Second General Hospital from May 2017 to May 2019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exercise plate test and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detection were used,
and coronary angiography results we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for the diagnosis of myocardial ischemia.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exercise plate test or electrocardiogram detection and
combined application on myocardial ischemia was compared. Results In this group of 562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328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myocardial ischemia by coronary angiograph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coincidence rate of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exercise plate test and electrocardiogram to diagnose
myocardial ischemia (P>0.05). In the joint application of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exercise plate test and
electrocardiogram to diagnose myocardial ischemia, the specificity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series method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parallel method, and the sensitivity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parallel method. (P<0.05). The parallel application of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exercise
plate test and electrocardiogram detection on single, double, and triple diseased vessels and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stenotic vessel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sensitive than single examin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exercise plate test and
electrocardiogram have good diagnostic effect on myocardial ischemia. The sensitivity of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to evaluate the number of vascular lesions and the degree of stenosis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single
test, and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yocardial ischemia;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 Exercise plate test;
Electrocardi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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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一
种以冠状动脉（冠脉）狭窄或堵塞引起心肌缺
血、缺氧或坏死的心脏病，与冠脉粥样硬化病
变、炎症、栓塞等危险因素有关 [1]。随着冠心病
的不断进展，会引起心肌缺血，导致急性心血管
事件发生，而准确诊断心肌缺血，对于判断病
情，指导介入治疗均具有积极作用。现阶段，冠
脉造影检查被公认为诊断心肌缺血的最准确方法
之一，该检查属有创检查，可重复性较差，不能
成为心肌缺血的常规筛查手段 [2]。目前临床广泛
应用的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检
查均是诊断冠心病及评估其预后的常规无创检查
方法，具有操作简便、安全、可重复性好等优
势，在诊断心肌缺血上各有优、劣势[3,4]。然而，
关于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检查
对心肌缺血诊断价值的对比研究较少，三者联合
应用对血管病变支数和狭窄程度的评估价值如
何，均未形成统一定论。本研究目的在于对比心
肺运动试验与运动平板试验及心电图在评价心肌
缺血中价值，进一步提高心肌缺血的筛查水平，
为后续检查提供论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河南省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自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接诊的562例
疑诊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337例、
女性225例；年龄39~80（64.89±4.57）岁；体
质指数20~28（24.58±1.69）kg/m2；合并临床情
况：高血压316例，高脂血症272例，糖尿病156
例，长期吸烟史147例。
纳入标准：①年龄40～80岁；②接诊时有胸
痛、心悸或心前区不适等症状；③耐受冠状动脉
造影、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及动态心电
图检查；④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患者及
其家属均知悉研究内容，配合检查和治疗，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心室肥大、心房
扑动、心律失常者；②有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病史
或介入治疗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史者；③易
因体位、 伪差引起心电图ST段异常者；④中途
因个人原因而退出试验者。
1.2 方法
1.2.1 检测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取心肺运动试验、
运动平板试验和动态心电图检测，具体如下：采
用德国Cortex运动心肺功能测试仪进行心肺运动
试验，运动器材：ergoline（100K）有氧功率自
行车，在运动期间监测12导联心电图及相关生命
体征，直至患者极度疲劳、腿部乏力、呼吸困
难或出现其它异常情况时运动终止，测量峰值
摄氧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Peak VO2%p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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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值＞1定义为阳性，比值≤1定义为阴性。采
用美国X-Scribe Ⅱ无线遥测运动平板实验系统进
行运动平板试验，选择改良Bruce方案，若在试
验期间心电图ST段缺血性下降超过0.1 mV且持续
2 min，出现典型心绞痛发作、严重心律失常、
收缩压下降超过10 mmHg或ST段抬高均定义为
阳性；采用美国顺泰SunTech Oscar2 24 h动态血
压监测仪进行动态心电图检测，记录24 h心电信
息，分析ST段偏移情况，若ST段水平或下斜性压
低超过0.1 mV，呈现逐渐出现、消失，持续时间
超过1 min；出现与症状相对应的ST段上抬超过
0.1 mV，均定义为阳性。
1.2.2 观察指标 以冠脉造影结果作为确诊心肌缺
血的参考标准，采用美国GE公司Innova3100数字
化平板血管造影机进行冠脉造影检查，病变血管
支数包括单支、双支和三支，狭窄程度分为轻度
狭窄、中度狭窄和重度狭窄；比较单独应用心肺
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或动态心电图检测及联
合应用对心肌缺血的诊断效能，其中联合检测分
为串联法和并联法，串联法：三项检测结果均为
阳性则为阳性，三项检测结果中一项为阴性即为
阴性；并联法：三项检测结果中其中一项阳性即
为阳性，三项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则为阴性[5]。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软件 SPSS 18.0处理数据，
计数资料以例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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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检测方法与冠脉造影的关系 562例疑
诊冠心病患者中，经冠脉造影确诊心肌缺血328
例；其中心肺运动试验检出真阳性225例、假阳
性94例、假阴性103例、真阴性140例，运动平
板试验检出分别为236例、98例、92例、136例，
动态心电图检测检出分别为213例、101例、115
例、133例（表1）。
2.2 三种检测方法对心肌缺血的诊断效能比较 单
独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
检测诊断心肌缺血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
测值、阴性预测值、符合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2）。
2.3 串联法与并联法对心肌缺血的诊断效能比
较 在联合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
表1 三种检测方法与冠脉造影的关系（n，%）
检查方法
心肺运动试验
运动平板试验
动态心电图检测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225（40.04）
103（18.33）
236（41.99）
92（16.37）
213（37.90）
115（20.46）

冠脉造影
阴性
94（16.73）
140（24.90）
98（17.44）
136（24.20）
101（17.97）
133（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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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种检测方法对心肌缺血的诊断效能比较（n，%）

检查方法
敏感性
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符合率

心肺运动试验
68.60（225/328）
59.83（140/234）
70.53（225/319）
57.61（140/243）
64.95（365/562）

运动平板试验
71.95（236/328）
58.12（136/234）
72.84（236/324）
59.65（136/228）
66.19（372/562）

心电图检测诊断心肌缺血上，串联法的特异性和
阳性预测值明显高于并联法，敏感性和阴性预
测值明显低于并联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4）。
2.4 单项检查和并联法对血管病变支数的诊断敏
感性比较 单独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
验和心电图检测对单支、双支、三支病变血管
的诊断敏感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并联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
和心电图检测对单支病变、双支、三支病变血管
的诊断敏感性均明显大于单项检查，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5）。
2.5 单项检查和并联法对病变血管狭窄程度的诊
断敏感性比较 单独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
板试验和心电图检测对轻、中、重度狭窄病变血
管的诊断敏感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并联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
验和心电图检测对轻、中、重度狭窄病变血管的
诊断敏感性均明显大于单项检查，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6）。
3 讨论
冠心病是否必然导致心肌缺血仍存在广泛争
议，一昧采用冠脉造影检查，存在一定风险，筛
表3 串联法与并联法对心肌缺血的诊断结果（n，%）
检查方法
串联法
并联发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冠状动脉造影
阳性
阴性
175（31.34）
23（4.09）
153（27.22）
211（37.54）
302（53.74）
134（23.84）
26（4.63）
100（17.79）

χ2
0.883
0.437
1.293
0.207
0.193

心电图检测
64.94（213/328）
56.84（133/234）
67.83（213/314）
53.63（133/248）
61.57（346/562）

P值
0.347
0.512
0.255
0.654
0.660

查阶段更适用常规无创检查。心电图检查诊断心
肌缺血的敏感性和特异学均较差，有必要联合其
他检查手段，提高检出水平。鉴于心肌缺血的发
生、发展与心脏血液灌注不足，供氧量减少有
关，以心肌代谢异常为显著特征[6]。由此可见，临
床广泛应用的心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在
诊断心肌缺血上极具应用前景，较冠脉造影检查
具有无创、安全、有效和重复性好的优点。
运动平板试验是通过运动增加心脏做功，提
高心肌耗氧量，刺激心肌的最大血液供应，根据
心电图ST段是否压低及T波是否改变，进而判断
冠状动脉是否狭窄，甚至对于筛查隐匿性冠心病
和评估心功能均具有一定作用 [7]。与此同时，心
肺运动试验不仅具有运动平板试验的特点，还能
提供气体代谢参数，在评估患者运动耐量、心脏
储备功能上具有优势 [8]。然而笔者在临床应用心
肺运动试验和运动平板试验诊断心肌缺血存在一
定假阳性和假阴性，诊断符合率并不高，在本研
究中单独应用心肺运动试验诊断心肌缺血的敏
感性为68.60%，特异性为59.83%，运动平板试
验诊断心肌缺血的敏感性为71.95%，特异性为
58.12%，与既往文献[9]报道相符，说明心肺运动
试验和运动平板试验诊断心肌缺血均具有一定参
考价值，究其原因，考虑在于心肺运动试验和运
动平板试验均属于心电图负荷试验，原理在于通
过负荷运动，增加心肌耗氧量，诱发心肌缺血发
作，观察Peak VO2%pred、心电图ST段异常情况
及心绞痛发作、严重心律失常等发生情况，进而
为诊断心肌缺血提供依据。当然，也有研究认

表4 串联法与并联法对心肌缺血的诊断效能比较（n，%）
检查方法
串联法
并联法
χ2 值
P值

敏感性
53.35（175/328）
92.07（302/328）
118.354
＜0.000

特异性
90.17（211/234）
42.74（100/234）
118.10
＜0.000

阳性预测值
88.38（175/198）
69.27（302/436）
25.493
＜0.000

阴性预测值
58.13（211/363）
79.37（100/126）
18.224
0.000

符合率
68.68（386/562）
71.53（402/562）
1.087
0.297

表5 单项检查和并联法对血管病变支数的诊断敏感性比较（n，%）

表6 单项检查和并联法对病变血管狭窄程度的诊断敏感性比较（n，%）

检查方法

单支

双支

三支

检查方法

轻度狭窄

中度狭窄

重度狭窄

心肺运动试验
运动平板试验
动态心电图检测
并联法
χ2 值
P值

（n=172）
108（62.79）
112（65.12）
105（61.05）
150（87.21）
39.786
0.000

（n=100）
71（71.00）
75（75.00）
64（64.00）
96（96.00）
31.651
0.000

（n=56）
46（82.14）
49（87.50）
44（78.57）
56（100.00）
13.111
0.004

心肺运动试验
运动平板试验
心电图检测
并联法
χ2值
P值

（n=162）
97（59.88）
110（67.90）
96（59.26）
142（87.65）
39.756
0.000

（n=116）
81（69.83）
82（70.69）
75（64.66）
110（94.83）
33.747
0.000

（n=50）
47（92.00）
44（88.00）
42（84.00）
50（100.00）
9.450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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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肺运动试验诊断心肌缺血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均明显大于运动平板试验[10]，这与本研究结果
不同，可能与两项研究样本量、基础性疾病类型
及心肌缺血严重程度不同有关，尚需后续扩大研
究规模予以证实。
尽管动态心电图检查诊断心肌缺血的效能有
限，但该方法可完整记录患者全天心肌缺血发生
的频率、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及心律失常等病理
情况，较运动平板试验更适用于老年、不能耐受
剧烈运动的患者[11]。Ferreira等[12]研究认为，动态
心电图检查能记录患者各个时刻的心律，动态观
察ST段异常情况，有助于评估冠心病患者心肌缺
血程度。从本研究表2结果可知，单纯应用动态
心电图检查诊断心肌缺血在诊断符合率仍有很大
的进步空间，原因在于本研究以冠脉造影结果为
确诊标准，单纯应用动态心电图检查诊断心肌缺
血的符合率仅为61.57%，假阳性和假阴性较为常
见，与王静等[13]研究结果相符，提示若动态心电
图表现为阴性的筛查患者，在合并冠心病危险因
素时，仍有必要联合心肺运动试验或运动平板试
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单纯应用心肺
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检查诊断心肌
缺血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符合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联合上述三种检查方法诊断心肌缺血，有望
提高对心肌缺血的诊断符合率。然而，汪玉宝
等[14]研究显示，心电图检查诊断心肌缺血的敏感
性、特异性明显差于心肺运动试验和运动平板试
验，与本研究表2结果不同，这可能与缺血性ST
段改变受多种因素影响，心电图表现存在明显个
体差异性有关。
本研究通过并联法和串联法分析联合应用心
肺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检测对心肌
缺血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串联法的特异性和
阳性预测值明显高于并联法，敏感性和阴性预
测值明显低于并联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究其原因，考虑在于三者检测心肌缺
血的机制、观察指标及判断标准不同，联合应用
可以相互弥补不足。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认为心
肺运动试验可能独立于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
这可能与冠脉狭窄导致心肌缺血患者运动耐力下
降有关，在负荷运动期间心肌氧供/需不平衡现
象往往早于同步心电图ST异常改变，尤其适用于
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表现阴性的患者[15-17]。国
内外研究表明，心肺运动试验以氧脉搏、峰值摄
氧量、最大呼吸频率等作为观察指标，能有效地
发现心肌氧供需不平衡，作为诊断心肌缺血的主

•

1351 •

要依据[18-20]。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平板试验和心
电图检查均可了解运动强度对心肌缺血发生频率
和程度的影响，进而评估病变血管支数和狭窄程
度。从本研究表4~5结果可知，并联应用心肺运动
试验、运动平板试验和心电图检测对单支病变、
双支、三支病变血管及轻、中、重度狭窄病变血
管的诊断敏感性均明显高于单项检查；提示心肺
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试验联合心电图检查评估心
肌缺血病情的价值较高，有助于指导后续诊治。
综上所述，心肺运动试验与运动平板试验及
心电图对心肌缺血均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三者
联合应用评价血管病变支数和狭窄程度的敏感性
明显优于单项检查，展现出无创、准确、安全和
经济等优势，在诊断心肌缺血上应用前景广阔。
但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尚停留在初步阶段，
属于单中心研究；且样本量较少，有待日后扩大
研究规模，采取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增加样本
量，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研究，不断完善，
探讨心肺运动试验与运动平板试验及心电图检查
结果对于指导心肌缺血临床决策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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