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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血管病杂志»稿约

　 　 １ «心肺血管病杂志»是以心肺血管病的预防、医疗、科研和国际学术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性学术月刊ꎬ国内外公开发

行ꎮ 读者对象为从事心肺血管病工作的高、中级专业工作者ꎮ
２ 本刊登载的主要栏目包括流行学及人群防治、临床论著、基础研究、吸烟与健康、医学教育与研究、短文报道、病例报

告、临床病理讨论、讲座、述评、综述、科普栏、学术动态及学术活动纪要等ꎬ欢迎同道来稿ꎮ
３ 文稿　 文稿要求精练、通顺、准确及主题明确ꎬ重点突出ꎬ说明的问题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ꎮ 论著、实验研究、综述

及讲座等一般不超过 ６ ０００ 字ꎬ其他稿件以不超过 ２ ０００ 字为宜ꎮ 论文如属国家科学基金项目或部、省(市)级重点攻关课题ꎬ
请在文稿首页下方说明ꎬ本文为 × × ×基金资助项目或 × × ×攻关课题ꎬ并附基金证书复印件ꎮ

４ 文题　 力求简明、醒目ꎬ反映出文章的主题ꎮ 中文文题一般以 ２０ 个汉字以内为宜ꎮ
５ 作者　 作者姓名在文题下不分单位按序排列ꎬ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ꎬ在编排过程中不应再作更动ꎮ 作者应是:(１)参与

选题和设计ꎬ或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者ꎻ(２)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者ꎻ(３)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

进行核修ꎬ在学术界进行答辩ꎬ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ꎮ 以上 ３ 条均需具备ꎮ 仅参与获得资金或收集资料者不能列为作者ꎬ仅
对科研小组进行一般管理者也不宜列为作者ꎮ 对文章中的各主要结论ꎬ均必须至少有 １ 位作者负责ꎮ 集体署名的文章必须明

确对该文负责的关键人物ꎻ其他对该研究有贡献者应列入致谢部分ꎮ 作者中如有外籍作者ꎬ应征得本人同意ꎬ并有证明信ꎮ
６ 摘要　 论著须附中、英文摘要ꎬ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应给出主要数据)及结论四部分ꎬ各部分冠以相应的标

题ꎮ 采用第三人称撰写ꎬ不用“本文”、“作者”等主语ꎮ 中文摘要可简略些(３００ 字左右)ꎬ英文摘要则相对具体些(４００ ~ ６００
个实词左右)ꎮ 英文摘要应包括英文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ꎬ姓氏字母均大写)、单位标准英译名称、所在城市名及邮政编

码ꎮ 作者姓名应全部列出ꎮ 不属同一单位时ꎬ在第一作者姓名右上角加“∗”ꎬ同时在单位名称首字母左上角加“∗”例如:ＬＩＮ
Ｘｉａｎｙａｎ∗ꎬＷ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ꎬＱＩＮ Ｊｉ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Ｆｉｒ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４ꎬＣｈｉｎａ

７ 关键词　 论著需标引 ２ ~ ５ 个关键词ꎮ 尽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最新版«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ｕｓ»医学主题词表

(ＭｅＳＨ)内所列的词ꎮ 如果最新版 ＭｅＳＨ 中无相应的词ꎬ处理办法:(１)可选用直接相关的几个主题词进行组配ꎮ (２)可根据

树状结构表选用最直接的上位主题词ꎮ (３)必要时ꎬ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ꎮ 关键词中的缩写词应按 ＭｅＳＨ 还原

为全称ꎬ如“ＨＢｓＡｇ”应标引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ꎮ 每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字母大写ꎬ各词汇之间空 ２ 个字用“ꎻ”分隔ꎮ
８ 医学名词　 以 １９８９ 年及其以后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名词»和相关学

科的名词为准ꎬ暂未公布者仍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辑的«英汉医学词汇»为准ꎮ 中西药物名称以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和中国药典委员会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为准ꎬ不应使用商品名ꎮ 在需要使用商品名的情况下ꎬ应先给出其通用名

称ꎬ括号内给出商品名ꎮ 汉字简化以国务院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ꎬ参照新版的«新华字典»ꎮ 外

国人名不译成中文ꎬ其后亦不加“氏”字ꎮ
９ 图表　 每幅图表应冠有图(表)题ꎮ 说明性的资料及图表中使用的全部非公知公用的缩写应在图(表)下方注释ꎮ 本

刊采用三横线表(顶线、表头线、底线)ꎬ表内数据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ꎮ 线条图高宽比例约为 ５∶ ７ꎮ 计算机制图者应

提供图样ꎮ 照片图要求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ꎮ 每幅图应注明图号、作者姓名及图的上下方向ꎮ 图片不可折损ꎮ 大体标

本照片图内应有尺度标记ꎮ 病理照片要求注明染色方法和放大倍数ꎮ 图表中如有引自他刊者ꎬ应注明出处ꎮ
１０ 计量单位　 实行国务院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ꎬ并以单位符号表示ꎬ具体使用中执行

ＧＢ３１００ ~ ３１０２￣９３«量和单位»一书ꎬ血压计量单位可以使用毫米汞柱(ｍｍＨｇ)ꎬ但首次使用时应注明与千帕斯卡(ｋＰａ)的换算

系数(１ 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 ｋＰａ)ꎮ 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 １ 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ꎬ如 ｎｇ / ｋｇ / ｍｉｎ 应采用 ｎｇ
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的形式ꎻ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不可混用ꎮ 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ꎬ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ꎬ但
如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ꎬ可在首次出现时注出法定计量单位与旧制单位的换算系数ꎬ然后只列法定计量单位数值ꎮ 量的符

号一律用斜体字ꎬ如吸光度(旧称光密度)的符号为 Ａꎬ“Ａ”为斜体字ꎮ
１１ 数字　 执行 ＧＢ / Ｔ １５８３５￣１９９５«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ꎮ 数字书写实行 ３ 位分节法ꎬ年份、页数、部队番号、仪

表型号及标准号不用 ３ 位分节法ꎮ 公历世纪、年、月、日、时刻计数和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ꎮ 百分数的范围前一个数字的百分

符号不能省略ꎬ如 ５％ ~９５％ ꎬ不能写成 ５ ~ ９５％ ꎬ公差可写成５０. ２％ ± ０. ６％或(５０. ２ ± ０. ６)％ ꎮ 附带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ꎬ按
下列方式书写:４ ｃｍ × ３ ｃｍ × ５ ｃｍꎬ而不能写成 ４ × ３ × ５ ｃｍ３ꎮ

１２ 统计学符号　 按 ＧＢ ３３５８￣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ꎮ 常用如下: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 ｘ
(中位数仍用 Ｍ)ꎻ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 ｓꎻ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 ｓｘꎻ④ｔ 检验用英文小写 ｔꎻ⑤Ｆ 检验用英文大写 Ｆꎻ⑥卡方检验

用希文小写 χ２ꎻ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 ｒꎻ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 νꎻ⑨概率用英文大写 Ｐ(Ｐ 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ꎬ如 ｔ 值、χ２

值、ｑ 值等)ꎮ 以上符号均用斜体ꎮ
　 　 １３ 缩略语　 文中尽量少用ꎮ 必须使用时于首次出现处先叙述其全称ꎬ然后括号注出中文缩略语或英文全称及其缩略



语ꎬ后两者间用“ꎬ”分开(如该缩略语已公知ꎬ也可不注出其英文全称)ꎮ 缩略语不得移行ꎮ
１４ 参考文献　 按 ＧＢ / Ｔ 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ꎬ依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ꎬ

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ꎬ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内ꎬ在正文中用上角码标出ꎬ文献表中的序号与正文中的要一一对应ꎮ 参考文

献请选用与文稿内容密切相关并经作者亲自阅读过的正式出版物ꎬ非正式出版物不在参考文献中列出ꎮ 避免引用摘要作为

参考文献ꎮ 确需引用个人通讯时ꎬ可将通讯者姓名和通讯时间写在括号内插入正文相应处ꎮ 参考文献中的作者ꎬ１ ~ ３ 名全部

列出ꎬ３ 名以上只列前 ３ 名ꎬ后加“等”或其他与之相应的文字ꎮ 外文期刊名称用缩写ꎬ以«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ｕｓ»中的格式为准ꎻ中文

期刊用全名ꎮ 参考文献须著录起止页码ꎮ
参考文献必须由作者与其原文核对无误ꎬ按文献序号加方括号列于文末ꎮ
[期刊]　 作者列出前 ３ 名作者姓名ꎬ作者在 ３ 人以上时加“等”字(英文加 ｅｔ ａｌ. )ꎬ作者之间用“ꎬ”分隔ꎬ一律采用姓前名

后的著录形式ꎮ 欧美著者的名用缩写ꎬ并省略缩写点ꎬ姓首字母大写ꎻ如用中译名ꎬ可以只著录其姓ꎻ中国著者姓名的汉语拼

音按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９—１９９６ 的规定书写ꎬ名字不能缩写ꎮ 著者除“译”外ꎬ不必著录责任者的责任ꎮ 文题. 刊名(外文缩写按«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ｕｓ»格式)ꎬ年份ꎬ卷:起止页码ꎮ 举例:
姚崇华ꎬ吴兆苏ꎬ张瑞松ꎬ等  北京市城、乡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变化趋势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１９９３ꎬ１２:１９３￣１９６
Ｋｕｃｈ ＫＨꎬＫｕｎｚｅ ＫＰꎬＳｃｈｌｕｔｅｒ Ｍꎬｅｔ ａｌ.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ｄ ｆｒｅｅ￣ｗａｌｌ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ｂｙ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ｌｆｆ￣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Ｗｈｉｔ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ＡＣＥꎬ１９８９ꎬ１２:１６８１￣１６８８.

[书籍]　 著者(列名格式与期刊作者相同) 书名  卷次:版次(如是第 １ 版可不标出) 出版者ꎬ年份:引文页码(如专著

整体做为文献引用可不著录页码)
或:析出文献作者  析出文献题名 / /专著责任者  书名  卷次:版次(如是第 １ 版可不标出) 出版地:出版者ꎬ年份:析出

文献页码  举例:肖星甫. 外科输血 / /吴英恺ꎬ曾宪九ꎬ朱预ꎬ等  外科临床指导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１９９３:６８￣９２.
Ｓｕ Ｈｏｎｇｘｉ. Ｈｙｐｏｋａｌｅｍｉａ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ＣＰＢ) / / Ｗｕ ＹｉｎｇｋａｉꎬＰｅｔｅｒｓ ＲＭꎬ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５:１４５￣１６０.
１５ 根据«著作权法»ꎬ并结合本刊具体情况ꎬ凡来稿在接到本刊回执后 ３ 个月内未接到稿件处理通知者ꎬ系仍在审阅中ꎮ

作者如欲投他刊ꎬ请先与本刊联系ꎬ切勿一稿两投ꎮ 请自留底稿ꎮ
１６ 来稿一律文责自负ꎮ 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ꎬ本刊可对来稿做文字修改、删节ꎬ凡有涉及原意的修改ꎬ则提请作者

考虑ꎮ 修改稿逾 ３ 个月不寄回者ꎬ视作自动撤稿ꎮ ３ 个月以后寄回者ꎬ按新稿件重收ꎮ
１７ 来稿须附单位推荐信ꎮ 推荐信应注明对稿件的审评意见以及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等项ꎮ
１８ 稿件确认刊载后需按通知金额付版面费ꎮ 稿件刊登后酌致稿酬(包括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及上网服务报酬)ꎬ对作者赠

当期杂志 １ 册ꎮ 本刊已加入“万方数据(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系统科技期刊群”、«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

版)ꎬ稿件同时在印刷版和光盘版刊出ꎮ 来稿一经我刊刊用ꎬ稿件专用使用权归本刊编辑部所有ꎬ未经同意ꎬ作者不得转

载他处ꎮ
１９ 本刊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 ２ 号安贞医院内«心肺血管病杂志»编辑部收ꎮ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９
电话:(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来稿请勿寄给个人ꎬ需注明作者或联系人的详细通讯地址和电话(手机号码)ꎮ
２０ 本刊欢迎网上投稿请登陆本刊网站ꎬ完成在线投稿ꎬ具体步骤如下:①登陆 ｗｗｗ. ｘｆｘｚ. ｃｂｐｔ. ｃｎｋｉ. ｎｅｔꎻ②点击“作者投稿

系统”ꎻ③在«心肺血管病杂志»作者中心页面进行点击“注册”按钮进行注册(用你的 Ｅ￣ｍａｉｌ 注册新用户)ꎻ④填写“作者注册”
信息ꎻ⑤点击“返回登录页面”ꎻ⑥用已经注册的用户名登陆ꎻ⑦进入投稿界面ꎬ根据投稿流程中的提示进行设稿ꎬ最后确认投

稿ꎮ 本刊只接受以“Ｗｏｒｄ”形式发送的文件ꎬ文章所涉及的图、表均应插入在“Ｗｏｒｄ”文件内ꎮ

欢迎订阅«心肺血管病杂志»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 １１￣３０９７ / Ｒ　 邮发代号:８２￣６３６　 国内定价:１８ ００ 元



廖光燃教授受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客座教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心血管中心医疗部主任廖光燃教授受我院副院

长ꎬ«心肺血管病杂志»社社长周玉杰教授邀请ꎬ同芝加哥大学心内科见习及访学事务部主任 Ｊａｆａｒ Ａｌ － Ｓａｄｉｒ
教授一道来我院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ꎮ 学术交流期间ꎬ正式接受了由魏永祥院长签署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贞医院“客座教授”聘书ꎮ 我杂志社全程参与此次学术交流活动ꎬ并诚挚邀请廖光燃教授成为«心肺

血管病杂志»的特邀审稿人ꎮ
３０ 年前ꎬ廖光燃教授第一次来我院参观访问时与我院第一代院长吴英恺教授有过一个约定:有朝一日ꎬ

回祖国从事心血管疾病研究ꎬ并成为安贞医院聘任教授ꎮ 今天ꎬ廖光燃教授终于兑现了这一承诺ꎮ
廖光燃教授在心血管疾病研究领域成就卓越ꎮ 他曾受聘哈佛医学院(Ｈａｒｖａｒ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教授、哈

佛大学附属伯明翰妇女医院(Ｂｒｉｇｈａｍ ＆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血管医学研究部主任ꎮ 现任芝加哥大学附属医

院心内科主任、心血管中心医疗部主任ꎬ同时ꎬ也是芝加哥大学 ＰＳＤＰ(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项目部主任ꎬ芝加哥大学 ＮＩ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Ｔ３２ 项目主要研究员ꎬ中美医学会主席ꎮ 曾

获美国心脏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ＨＡ)心血管研究奖ꎬ美国医学研究杰出研究者奖ꎮ 是 ７ 家杂

志的编委ꎬ３０ 家杂志的特约审稿人ꎬ这其中不乏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Ｃｅｌｌ”ꎬ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等医学界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医学杂志ꎮ

廖光燃教授的临床专长包括血脂异常与外周血管疾病ꎮ 曾多次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就血脂异常治疗、血
管疾病、缺血性卒中等题目进行专题讲座发言ꎮ 主要研究方向为他汀在动脉硬化进展中的作用ꎮ 廖教授不

仅是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ꎬ从事心血管临床工作 ３０ 余年ꎬ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ꎮ 同时ꎬ他在芝加

哥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也拥有自己的生物医学研究室ꎮ 他带领的生物医学研究团队参与或主要负责的科研

项目 ３０ 余项ꎬ发表 ＳＣＩ 论文 ２００ 余篇ꎮ 目前ꎬ该研究团队主要进行“ＲＯＣＫｓ / ＲＯＣＫ 通道在心血管疾病发展

中的作用”研究ꎬ包括 ＲＯＣＫ 与高血压ꎬＲＯＣＫ 与动脉硬化ꎬＲＯＣＫ 与冠状动脉痉挛ꎬＲＯＣＫ 与缺血再灌注损

伤等多个研究方向ꎬ其研究成果已在该领域具备一定国际声望及影响力ꎮ
３ 月 ２７ 日ꎬ廖教授在我院进行了“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从实验室到临床”以及“ＲＯＣＫ － 心血管疾病

的重要生物标记物”的主题讲座ꎮ 廖教授在“临床试验”讲座中ꎬ以自己多年从事临床工作与基础研究的个

人经验体会现身说法ꎬ“基础科研是大型前瞻性随机研究 /实效性研究的基础ꎮ 但是ꎬ从基础研究到大型随

机临床研究ꎬ中间需要转化型研究进行过度ꎮ 基础研究为这种转化型临床研究提出问题与理念ꎬ为临床试验

的亚组分析提出进一步验证的假说ꎮ 临床医生可以采用临床标本(组织、ＤＮＡ 等)探索人类病理生理学机

制”ꎮ 可以说ꎬ廖光燃教授为广大临床医生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且极具医学研究价值的科研之路ꎬ令人醍醐

灌顶、耳目一新ꎮ 廖光燃教授目前正在进行的 ＲＯＣＫｓ(Ｒｈｏ 关联含卷曲螺旋蛋白激酶) / ＲＯＣＫ 通道研究发现

“ＲＯＣＫｓꎬ作为肌动蛋白细胞骨架重要调节因子ꎬ在功能缺失动物试验中发现ꎬＲＯＣＫｓ 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

介质ꎮ 他汀治疗的多效性或许与抑制 ＲＯＣＫｓ 活性有关ꎮ 白细胞 ＲＯＣＫ 活性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生物

标记物ꎮ 未来ꎬ关于 ＲＯＣＫｓ 抑制剂能否带来真正的心血管疾病获益有待进一步研究ꎮ”此次学术交流活动气

氛热烈而活跃ꎮ 我杂志社将在今后创造更多国际学术交流机会ꎬ努力提高自身水平ꎬ为撰稿人服务ꎬ为广大

读者提供更高质量的科研文章ꎮ

张琳琳　 刘巍　 李温斌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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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局青年课题(２０１３４ｙ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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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非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
介入治疗后应用替罗非班的临床疗效
和安全性研究

赵东晖　 范 谦　 柳景华　 葛广豪

　 　 [摘要] 　 目的: 探讨非 ＳＴ 段抬高性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ＮＳＴＥ￣ＡＣＳ)患者ꎬ成功经皮冠状动脉介

入(ＰＣＩ)治疗后ꎬ应用替罗非班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ꎮ 方法: １８０ 例成功进行 ＰＣＩ 治疗的 ＮＳＴＥ￣ＡＣＳ 患

者ꎬ随机分成实验组(ＰＣＩ 后即刻用替罗非班ꎬ９２ 例)和对照组(ＰＣＩ 后即刻用 ０ ９％ 氯化钠液ꎬ８８ 例)ꎮ
术前和术后 ３６ 小时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ＰＡＣ￣１(血小板质膜表面变化的糖蛋白表位)、ＣＤ６２ｐ(血小板

活化依赖性颗粒表面膜蛋白)数值ꎻ统计患者术后主要终点和次要终点事件ꎬ主要终点为术后 １ 个月复

合终点(死亡、心肌梗死、靶血管血运重建及缺血性脑卒中)事件发生率ꎻ次要终点为术后 ６ 个月复合终

点事件发生率ꎻ同时统计术后出血事件并测定血小板数目ꎮ 结果: 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ꎮ 相比治疗前ꎬ实验组患者的 ＰＡＣ￣１ (１７ ６３ ± ２ ５０) ｖｓ. (８ １３ ± ４ ３０)、ＣＤ６２ｐ(１ ９２ ± ０ ２１) ｖｓ.
(０ ８１ ± ０ １５)水平在治疗后均明显降低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０)ꎻ术后 １ 个月实验组复合终

点事件发生率(３ ２％ )与对照组(２ ３％ )相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而术后 ６ 个月实验组复合终点事件

发生率(３ ２％ )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４ ８％ )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本研究中无严重出血和中度

出血发生ꎬ实验组 ５ 例(５ ４％ )轻微出血ꎬ对照组 ３ 例(３ ４％ )轻微出血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实验组血小

板数目治疗前后无差异ꎬ且与对照组相比亦无差异(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 对于 ＮＳＴＥ￣ＡＣＳ 患者ꎬ成功 ＰＣＩ
后应用替罗非班可以降低血小板活化度ꎬ提高术后 ６ 个月的无终点事件生存率ꎬ且不会增加出血和血小

板减少并发症等不良反应发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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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４￣２４９￣０１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Ｓ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 Ｄｏｎｇｈｕｉꎬ ＦＡＮ Ｑｉａｎꎬ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ｈｕａꎬ ＧＥ
Ｇｕａｎｇｈａ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ｌｏｇ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ꎬ 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ＣＩ)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Ｓ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ＮＳＴＥ￣Ａ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ＮＳＴＥ￣ＡＣ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ＰＣＩ (ｎ ＝ １８０)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ｕｓｅ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ＣＩꎬ ｎ ＝ ９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０ ９％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ｓｅｄ ｉｍｍｅｄｉ￣
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ＣＩꎬ ｎ ＝ ８８).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ＡＣ￣１ꎬ ＣＤ６２ｐ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ａｔ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３６ ｈｏｕｒ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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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６ ｍｏｎｔｈｓꎻ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
ｌｉｎ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ＡＣ￣１(１７ ６３ ± ２ ５０)
ｖｓ. (８ １３ ± ４ ３０ꎬ Ｐ ＝ ０ ０００)ꎬ ＣＤ６２ｐ(１ ９２ ± ０ ２１)ｖｓ. (０ ８１ ± ０ １５ꎬ Ｐ ＝ ０ ００１)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ｇｒｏｕｐ ａｆ￣
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３ ２％ ｖｓ. ２ ３％ ).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３ ２％ )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４ ８％ )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 ０５).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ｎｏ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ꎬ ５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５ ４％ ) ｓｈｏｗｅｄ ｍｉｎｏｒ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３ (３ 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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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ｂａｎ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ｖｅｎｔ￣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ꎬ 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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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非 ＳＴ 段抬高性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ｎｏｎ￣Ｓ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ꎬ ＮＳＴＥ￣
ＡＣＳ)属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ｓꎬ ＡＣＳ)中较常见的类型之一[１]ꎬ该病常由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侵蚀或破裂引起[２]ꎮ 经皮冠

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ＰＣＩ)ꎬ是目前 ＡＣＳ 治疗中使用最多、效果最好的一

种方法[３￣４]ꎬ然而部分患者在接受该疗法后会出现

血栓及其引发的缺血事件ꎬ另有部分 ＰＣＩ 术后患者

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有一定程度提高ꎮ
替罗非班(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作为一种常

见的血小板膜糖蛋白Ⅱｂ / Ⅲａ 受体拮抗剂(ｇｌｙｃｏｐｒｏ￣
ｔｅｉｎ Ⅱｂ / Ⅲ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ꎬＧＰＩ)ꎬ能够减少血小板活化聚

集ꎬ降低血小板活化标志物 ＰＡＣ￣１(血小板质膜表面

变化的糖蛋白表位)、ＣＤ６２ｐ(血小板活化依赖性颗

粒表面膜蛋白)的浓度ꎬ抑制血栓形成[５￣６]ꎮ 除此之

外ꎬ替罗非班还能够抑制血小板活化时缩血管因子

和炎症因子的释放ꎬ显著改善内皮细胞功能紊乱ꎮ
２００６ 年ꎬ美国心脏病协会(ＡＣＣ)在 ＮＳＴＥ￣ＡＣＳ 治疗

指南中推荐对于以下两种情况的 ＮＳＴＥ￣ＡＣＳ 患者ꎬ
行 ＰＣＩ 治疗后建议使用Ⅱｂ / Ⅲａ 受体拮抗剂:①出

现血栓并发症的患者(选择性使用)ꎬ②缺血高风险

的患者(早期常规应用)ꎮ 但截止目前ꎬ对于无早期

应用且 ＰＣＩ 术后无血栓并发症的患者ꎬ术后是否应

该使用替罗非班还存在争议ꎬ针对上述问题ꎬ本研究

假设对于不符合上述情况的患者ꎬ使用替罗非班可

能同样具有显著治疗效果ꎮ 在此基础上ꎬ通过对比

ＰＣＩ 术后使用替罗非班与常规治疗的比较ꎬ以验证

假设是否正确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期间ꎬ于我院心血管内科成功实施 ＰＣＩ 手术的

ＮＳＴＥ￣ＡＣＳ 患者 １８０ 例ꎬ患者术前均经确诊ꎮ 按照

随机数表法分成两组:实验组 ９２ 例(术后即刻静脉

应用替罗非班) 和对照组 ８８ 例 (术后静脉给予

０ ９％氯化钠液)ꎮ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既往病

史及病变血管数目等术前相关指标方面具有可比性

(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ꎮ 入选标准:①年龄 ２０ ~ ７０ 岁之

间ꎻ②患者介入治疗成功ꎻ③患者为中高危 ＮＳＴＥ￣
ＡＣＳ 患者ꎮ 排除标准:①对替罗非班过敏ꎻ②术中

紧急运用替罗非班ꎻ③高血压较难控制ꎻ④ ６ 个月

内有其他心血管病史ꎻ⑤最近 ３ 个月内有血液系统

疾病发作ꎻ⑥ ６ 个月内有大手术史ꎮ 本研究通过了

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ꎬ并在研究前将研究内容告知

患者及其家属ꎬ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表 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ｘ ± ｓꎬｎ(％ )]

基本资料
实验组

(ｎ ＝ ９２)
对照组

(ｎ ＝ ８８)

ｔ 或

χ２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７ １３ ± ５ ３ ５６ ４３ ± ６ ４ ０ １３４ ０ ８８２
男性例数 ６５(７０ ７) ６１(６９ ３) ０ ０３８ ０ ８４５
既往病史

　 血脂异常 ３８(４１ ３) ３５(３９ ８) ０ ０４４ ０ ８３４
　 高血压 ３６(３９ １) ３６(４０ ９) ０ ０５９ ０ ８０８
　 糖尿病 ２５(２７ ２) ２３(２６ １) ０ ０２５ ０ ８７５
　 脑卒中史 ７( ７ ６) ５( ５ ７) ０ ２６８ ０ ６０４
吸烟 ６０(６５ ２) ５８(６５ ９) ０ ０１０ ０ ９２２
血管病变 ０ ２２３ ０ ８９４
　 单支病变 ５４(５８ ７) ５３(６０ ２)
　 双支病变 ３０(３８ ０) ２９(３７ ５)
其他 ８( ３ ３) ６( ２ ３)

０５２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２. 研究方法　 ①两组患者术前均使用阿司匹

林(１００ｍｇ /天)、氯吡格雷(７５ｍｇ /天)和皮下注射低

分子肝素ꎮ 术中按 １２０Ｕ / ｋｇ 静脉注射普通肝素ꎮ
经 ＰＣＩ 治疗后ꎬ实验组立即静脉注射替罗非班ꎬ给药

方式为先以 １０μｇ / ｋｇ 的剂量 １ ~ ３ 分钟中快速注射ꎬ
随后再以 ０ １０ ~ ０ １５μｇ － １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剂量静脉滴注

３６ 小时ꎬ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ꎬ即使用 ０ ９％氯化钠

液代替替罗非班ꎬ其他操作以及剂量和实验组相同ꎮ
滴注过程中时刻观察是否发生出血事故ꎬ如果期间

发生连续出血ꎬ则停止用药ꎮ ②采用流式细胞术三

色分析法检测血小板活化度ꎬ即测定血小板活化标

志物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 阳性率ꎮ ③随访术后 １ 个月及 ６
个月患者的生存状况ꎮ

３. 观察指标　 (１)有效性指标:①术前及术后

３６ 小时 测定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ꎮ ②主要终点事件:术
后 １ 个月复合终点(死亡、心肌梗死、靶血管血运重

建及缺血性脑卒中)事件发生率ꎮ ③次要终点事

件:术后 ６ 个月复合终点事件发生率ꎮ (２)安全性

指标:主要包括术后 ３ 天出血事件及血小板减少等

并发症ꎬ其中出血严重程度参照 ＴＩＭＩ 出血分级标

准ꎮ 血小板计数 < ６０ × １０９ / Ｌ 定义血小板减少ꎮ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 ０ 统计软件ꎮ 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
验ꎻ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及百分比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或用 Ｆｉｓｈｅｒ′ｓ 精确法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血小板活化率结果: 实验组的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 水平在治疗后相对于治疗前均明显

降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而对照组的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 水平在治疗前与治疗后相比后无明

显差异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实验组治疗后 ＰＡＣ￣１ 及

ＣＤ６２ｐ 下降更明显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２)ꎮ

表 ２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ＰＡＣ￣１ 及 ＣＤ６２ 变化(ｘ ± ｓ)

组别
ＰＡＣ￣１ ＣＤ６２ｐ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ｎ ＝９２) １７ ６３ ± ２ ５０ ８ １３ ± ４ ３０∗ １ ９２ ± ０ ２１ ０ ８１ ± ０ １５∗

对照组(ｎ ＝８８) １８ １５ ± ３ １０ １７ １７ ± ２ ８０ １ ８３ ± ０ １８ １ ７４ ± ０ ３１
ｔ 值 ０ ６１３ ３ ４５１ ０ ６７７ ３ ２０１
Ｐ 值 ０ ７３４ ０ ０００ ０ ５００ ０ ００１

　 　 注:与治疗前相比ꎬ∗Ｐ <０ ０５

　 　 ２. 术后终点事件发生结果:表 ３ 可见ꎬ两组患

者术后 １ 个月复合终点事件发生率ꎬ差异无统计意

义ꎮ 实验组术后 ６ 个月复合终点事件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表 ３　 术后随访终点事件发生概率比较[ｎ(％ )]

　 　 项目
实验组

(ｎ ＝ ９２)
对照组

(ｎ ＝ ８８)
χ２ 值 Ｐ 值

术后 １ 个月

　 复合终点事件 ３(３ ２) ２(２ ３) ０ ００６ ０ ９３４
　 心肌梗死 ２(２ ２) １(１ １) ０ ００４ ０ ９４７
　 靶血管血运重建 １(１ ０) ０ ０ ９６２ ０ ３２７
　 缺血性脑卒中 ０ １(１ １) １ ０５１ ０ ３０５
术后 ６ 个月

　 复合重点 ３(３ ２) １３(１４ ８) ７ ３４０ ０ ００６
　 死亡 ０ １(１ １) １ ０５１ ０ ３０５
　 心肌梗死 ２(２ ２) ２(２ ３) ０ ８３０ ０ ３６２
　 靶血管血运重建 １(１ ０) ６(６ ８) １７ ２６９ ０ ０００
　 缺血性脑卒中 ０ ４(４ ５) ９ ５４１ ０ ００２

　 　 ３. 出血事件和血小板数目统计: 两组患者均

没有发生严重出血和中度出血事件ꎬ实验组轻微出

血 ５ 例(５ ４％ )ꎬ对照组轻微出血 ３ 例(３ ４％ )ꎬ出
血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两组患者的

血小板数目治疗前后无显著性改变(表 ４)ꎮ

表 ４　 两组患者出血事件与血小板数目比较[ｘ ± ｓꎬｎ(％ )]

　 　 项目
实验组

(ｎ ＝ ９２)
对照组

(ｎ ＝ ８８)

ｔ 或

χ２ 值
Ｐ 值

轻微出血 ５(５ ４) ３(３ ４) ３ ４０２ ０ ０６５
　 牙龈出血 ３(３ ２) ２(２ ２) ０ ０１２ ０ ９１１
　 穿刺点出血 ２(２ ２) １(１ ２) ０ ００４ ０ ９４７
血小板数目( × １０９ / Ｌ)
　 治疗后 ３６ 小时 ６８ ５ ± ３ ４ ６７ ７ ± ２ ８ ０ ３４１ ０ ５４１
　 治疗后 ７２ 小时 ６７ ９ ± ２ ６ ６７ ５ ± ３ １ ０ ４３３ ０ ４４３

讨　 论

Ⅱｂ / Ⅲａ 受体构象在血小板活化时被改变ꎬ隐
藏在内部的纤维蛋白结合位点暴露ꎬ活化的血小板

通过构象已经发生改变的Ⅱｂ / Ⅲａ 受体与纤维蛋白

原交联ꎬ使得血小板大量聚集形成血栓[７￣８]ꎮ 改变

Ⅱｂ / Ⅲａ 受体构象使之与纤维蛋白原交联是形成血

栓的共同路径ꎬ因此针对血栓及其引起的缺血事件ꎬ
采用针对Ⅱｂ / Ⅲａ 受体的拮抗剂是较为有效的策

略[９]ꎮ 有报道称在大样本临床试验中ꎬ应用Ⅱｂ / Ⅲ
ａ 受体拮抗剂治疗能够有效降低 ＡＣＳ 患者的死亡率

和心肌梗死发生率等[１０￣１３]ꎮ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 为血小

板活化分子标记物ꎬ只有当血小板活化导致构象发

生变化时会暴露出来ꎬ因此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 检测值与

血小板的活化程度呈正相关[１４]ꎮ
大量报道表明替罗非班抗血小板治疗 ＡＣＣ２００６

ＮＳＴＥ￣ＡＣＳ 治 疗 指 南 中 的 适 应 症 患 者 效 果 较

１５２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好[１５￣１７]ꎮ 刘士超等[１８]报道ꎬ在 ＰＣＩ 术后使用替罗非

班能够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以及并发症等ꎮ 黄新新

等[１９]报道ꎬ在 ＰＣＩ 术后连续泵入 ３６ 小时替罗非班

能够降低患者的心肌损伤和慢性出血发生率ꎮ 谢英

等[２０]报道ꎬ在使用抗血小板剂治疗的基础上ꎬ高危

ＮＳＴＥ￣ＡＣＳ 患者在 ＰＣＩ 早前期使用替罗非班比 ＰＣＩ
前即刻使用效果更好ꎮ 但截止目前ꎬ临床上对无早

期应用且 ＰＣＩ 术后无血栓并发症的 ＮＳＴＥ￣ＡＣＳ 治疗

还未形成统一的观点ꎮ
本研究假设 ＰＣＩ 后ꎬ立即使用替罗非班能够适

用于无早期应用且 ＰＣＩ 术后无血栓并发症的患者ꎬ
对比该治疗方案与常规治疗方法对的优劣ꎮ 研究结

果显示ꎬ使用替罗非班比不使用替罗非班能够明显

降低 ＰＡＣ￣１ 及 ＣＤ６２ｐ 水平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ꎮ 由于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 直接反映血小板的活

化度ꎬ因此可以证明替罗非班能够有效降低血小板

的活化度ꎮ 结果与曹绪芬等[１０] 报道相近ꎬ此研究对

比了患者 ＰＣＩ 术后分别采用替罗非班和常规治疗后

血清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 等浓度ꎬ结果显示:术后应用替

罗非班能够显著降低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 水平ꎮ 本研究

对终点事件发生率统计分析表明ꎬ术后 １ 个月实验

组复合终点事件发生率(３ ２％ )与对照组(２ ３％ )
无差异ꎬ与张优等报道一致[２１]ꎬ考虑尽管替罗非班

具备一定的抗炎作用ꎬ但对于患者的短期预后影响

较小ꎬ但对于术后 ６ 个月术终点事件ꎬ对照组复合终

点发生率明显高于实验组(Ｐ < ０ ０５)ꎬ考虑到替罗

非班长期使用ꎬ对血运重建能发挥更大作用ꎬ在显著

降低病情的基础上ꎬ同时抑制 ＰＣＩ 术后炎症的发生ꎬ
通过两种途径协同改善了患者的预后[２２]ꎮ

替罗非班是抗血小板剂ꎬ主要是抑制血小板活

化来达到治疗目的ꎬ因此在治疗中有一定引发出血

和血小板减少的风险[２０￣２２]ꎬ本研究中无严重出血和

中度出血发生ꎬ实验组 ５ 例(５ ４％ )轻微出血ꎬ对照

组 ３ 例(３ ４％ )轻微出血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且出血患者在及时采取止血措施后都成功

止血ꎮ 实验组血小板数目治疗前后无差异ꎬ且与对

照组相比均无差异(Ｐ > ０ ０５)ꎬ考虑本研究纳入患

者样本量较小所致ꎮ
总之ꎬ本研究通过对比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的

ＰＡＣ￣１、ＣＤ６２ｐ 水平、血小板数目、出血事件的发生

以及术后 １ 个月、６ 个月的终点事件等证实使用替

罗非班能够显著改善患者治疗效果ꎬ且相比常规治

疗不引发额外的不良反应ꎬ因此可为临床治疗提供

一定的参考ꎮ 但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ꎬ样本量较小ꎬ

因此临床还需要进行大样本ꎬ多中心的研究ꎬ相信随

着进一步研究的深入ꎬ替罗非班的临床治疗效果必

将被进一步认可ꎬ从而为临床上相关治疗提供相关

依据ꎮ

参考文献

[ １ ] 　 赵晗ꎬ 刘文娴. 非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浆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与 ＧＲＡＣＥ 危险分层的关系.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０: １１１￣１１５.

[ ２ ] 　 中国冠心病二级预防架桥工程研究协作组. 中国 ３１ 省市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住院患者治疗现状分析. 北京

大学学报(医学版)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３: ４４０￣４４５.
[ ３ ] 　 张伟伟. 替罗非班在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滨州医学院学报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４: ２３０￣２３２.
[ ４ ] 　 樊瑾ꎬ 李小鹰. 血小板膜糖蛋白Ⅱｂ / Ⅲａ 受体阻滞剂相关临

床研究中的血小板减少症.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００ꎬ ２: １３２￣１３４.

[ ５ ] 　 张励庭ꎬ 袁勇ꎬ 董剑廷ꎬ 等. 非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患者的介入治疗. 实用医学杂志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０: ５１８￣５２０.
[ ６ ] 　 周全ꎬ 许春平ꎬ 潘少勇ꎬ 等. 老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

临床、ＰＣＩ 术特点及近期预后的性别对比. 中国老年学杂志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３: ４６２４￣４６２５.

[ ７ ] 　 尹晴ꎬ 马亚平ꎬ 聂涛ꎬ 等. ＧＰＩ Ⅱｂ / Ⅲａ 受体拮抗剂在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经皮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重庆医学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４:
４２０６￣４２０８.

[ ８ ] 　 Ｍｏｒｅｌ Ｏꎬ Ｍｏｒｅｌ Ｎꎬ Ｆｒｅｙｓｓｉｎｅｔ Ｊ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ｍｉｃｒ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ａｅｍｏ￣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９: ９￣２３.

[ ９ ] 　 Ｉｖｅｒｓｅｎ Ａꎬ Ａｂｉｌｄｇａａｒｄ Ｕꎬ Ｇａｌｌｏｅ Ａ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ｒａ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ｂｏｌｕｓａｂｃｉｘｉｍａｂ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
ｔｉｏｎ (ＳＴＥＭ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 ３０￣ｄａ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ｅｓｓｅｌ
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Ｉｎｔｅｒｖ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４: １０５￣１１１.

[１０] 　 曹绪芬ꎬ 韩立宪ꎬ 袁琛ꎬ 等. 替罗非班在非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早期介入治疗的研究.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２: ７２１￣７２３.

[１１] 　 Ｄｅｒｙ ＪＰꎬ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ＭＥꎬ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ｅｎｏ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ｇｌｙｃｏｌ￣ｐｒｏｔｅｉｎⅡｂ / Ⅲａ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ｅｐｔｉｆｉｂａｔｉｄｅ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ＰＲＩ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ｎｔｅｒｖꎬ ２００７ꎬ
７０: ４３￣５０.

[１２] 　 Ｐａｎｎｕ Ｒꎬ Ａｎｄｒａｗｓ 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Ⅱｂ / Ⅲ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ｌｏｐｉｄｏｇｒｅｌ: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
ａｌｓ. Ｃｒｉｔ Ｐａｔｈｗ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 ７: ５￣１０.

[１３] 　 Ｍｏｎｔａｌｅｓｃｏｔ Ｇꎬ Ａｎｔｏｎｉｕｃｃｉ Ｄꎬ Ｋａｓｔｒａｔｉ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ｂｃｉｘｉｍａｂ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 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８: ４４３￣４４９.

(下转第 ２５７ 页)

２５２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５ ０４ ００２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急诊危重症中心

通信作者:金泽宁ꎬ主任医师ꎬ副教授ꎬ硕士研究生导师ꎬ研究方向:心血管介入治疗及心脏超声ꎮ 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ｚｅｎｉｎｇ＠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临床论著

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介入治疗
中早期应用替罗非班的疗效评价

孟 帅　 李 红　 金泽宁

　 　 [摘要] 　 目的:本研究以改善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ꎬ早期心肌再灌注和心功能

为目的ꎬ分析 ＳＴＥＭＩ 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患者ꎬ早期应用替罗非班疗效及安全性ꎮ 方法:连
续入选 １２０ 例 ＳＴＥＭＩ 患者ꎬ随机双盲将其分为早期应用替罗非班组及对照组ꎬ早期应用组于术前 ３０ 分

钟给药ꎬ并维持至术后 ３６ ~ ４８ 小时ꎮ 对术前罪犯血管心肌梗死溶栓(ＴＩＭＩ)血流ꎬ术后 ＴＩＭＩ 血流及心功

能[术后即刻及术后 ３０ 天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脑利钠肽(ＢＮＰ)]进行评价ꎮ 对术后住院期间出血

事件发生率进行安全性评价ꎮ 对住院期间及术后 ３０ 天患者主要不良心脏事件(ＭＡＣＥ)进行随访ꎮ 结

果:早期应用组 ＰＣＩ 前罪犯血管 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明显优于对照组[ＴＩＭＩ ０ 级 ３２(５３ ３％ )ｖｓ. ４６(７６ ７％ )ꎬ３
级 １５(２５ ０％ )ｖｓ. ６(１０ ０％ )ꎬＰ < ０ ０５]ꎮ 两组 ＰＣＩ 术后 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及慢血流发生率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术后心功能显示ꎬ早期应用组 ＬＶＥＦ 及 ＢＮＰ 较对照组明显改善 [ＬＶＥＦ(５８ ６３ ± ６ ７８)
ｖｓ. (５１ ７２ ± ８ ３４)％ ꎬＰ < ０ ０５ꎻＢＮＰ １４５(８０ꎬ２９０) ｖｓ. ２１０(９０ꎬ４８０) ｎ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５]ꎻ术后 ３０ 天两组

ＬＶＥＦ 及 ＢＮＰ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两组出血事件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ꎮ 术后 ＭＡＣＥ 发生率

早期应用组明显低于对照组住院期间(３％ ｖｓ. １５％ ꎬＰ < ０ ０５)ꎻ术后 ３０ 天(５％ ｖｓ. ２３ ３％ ꎬＰ < ０ ０５)ꎮ 结

论:对于 ＳＴＥＭＩ 患者ꎬ早期使用替罗非班ꎬ可以改善 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ꎬ及早恢复 ＰＣＩ 术后心功能ꎬ减少

ＭＡＣＥ 发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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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５％ ｖｓ. ２３ ３％ ３０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ＭＩꎬ ｗ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ａｒｌｙ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Ｉ ｆ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 ꎬ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ＣＩ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Ｃ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ＭＡＣＥ ３０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ꎻ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ꎻ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是危及生

命的急危重症之一ꎬ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
是治疗 ＳＴＥＭＩ 最有效的方法ꎮ ＳＴＥＭＩ 的闭塞性血

栓是由红、白血栓的混合物组成ꎬ抑制血小板聚集ꎬ
降低血栓形成过程ꎬ成为治疗急性心肌梗死重要方

法之一ꎮ 血小板糖蛋白Ⅱｂ / Ⅲａ 受体拮抗剂通过

与血小板膜上的Ⅱｂ / Ⅲａ 受体可逆性结合ꎬ可阻断

或妨碍血小板Ⅱｂ / Ⅲａ 受体与凝血因子 Ｉ 的特异性

结合ꎬ直接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最后共同途径ꎬ有效抑

制血小板聚集及血栓形成ꎮ 既往研究显示ꎬ对于行

直接 ＰＣＩ 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ꎬ早期应用血小板糖蛋白Ⅱ
ｂ / Ⅲａ 受体拮抗剂替罗非班优于术中或术后临时

应用[１]ꎮ 目前在 ＳＴＥＭＩ 患者 ＰＣＩ 术前用药方面还

存有争议[２]ꎮ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以改善 ＳＴＥＭＩ 患

者心肌灌注和心脏功能为目标ꎬ对 ＳＴＥＭＩ 患者早期

应用替罗非班的疗效进行评价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药物:欣维宁(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

射液)ꎬ１００ｍＬ:５ｍｇ 预配液ꎬ药物浓度为 ５０μｇ / ｍＬꎮ
由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ꎮ

２. 研究对象: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就诊

于北京安贞医院ꎬ年龄在 １８ ~ ７５ 岁ꎬ发病 １２ 小时内

接受直接 ＰＣＩ 治疗的急性 ＳＴＥＭＩ 患者ꎮ 入组标准:
①确诊为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典型胸痛症

状ꎬ持续时间 > ３０ 分钟ꎬ有典型的心电图 ＳＴ￣Ｔ 变

化)ꎮ ②年龄在 １８ ~ ７５ 岁ꎮ ③发病在 １２ 小时内ꎮ
④患者及家属同意接受急诊 ＰＣＩ 治疗ꎮ 排除标准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ꎬ均不入选):①年龄≤１８
岁或≥７５ 岁ꎮ ②出血体质:包括消化性溃疡、出血

病史ꎬ既往或目前有血小板减少症ꎬ脑出血病史ꎬ６
个月内脑梗死病史ꎬ颅内肿瘤病史ꎬ３ 个月内外伤或

手术史ꎮ ③发病后曾行心肺复苏 > ３０ 分钟ꎬ或存在

缺血缺氧性脑病ꎬ或仍处于昏迷状态ꎮ ④既往有心

肌梗死病史ꎮ ⑤终末期疾病预期生存时间 < １ 年ꎮ
⑥严重肝肾功能障碍ꎮ ⑦ 入院时血压 ≥１８０ /
１１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ꎮ

３. 分组及治疗方法:按照入选及排除标准入选

患者ꎬ应用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为两组:Ａ 组(ｎ ＝
６０)早期应用替罗非班组ꎬ在确立诊断并分组后ꎬ至
少在进入导管室前 ３０ 分钟以上ꎬ开始应用替罗非班

治疗ꎮ 首先予 １０μｇ / ｋｇ 的负荷剂量ꎬ３ 分钟内静脉

推注完毕ꎬ然后以 ０ １５μ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静滴ꎬ维持至

术后 ３６ ~ ４８ 小时ꎮ Ｂ 组(ｎ ＝ ６０)对照组ꎬ不给予替

罗非班治疗ꎮ 对于部分血栓负荷较重的患者由术者

决定是否应用替罗非班ꎮ 两组术前均给予负荷剂量

阿司匹 ３００ｍｇꎬ氯吡格雷 ６００ｍｇ 口服ꎮ 术后予阿司

匹林 １００ｍｇꎬ口服ꎬ每日一次ꎬ氯吡格雷 ７５ｍｇꎬ口服ꎬ
每日一次ꎮ 联合用药方案:试验中两组术中抗凝统

一为普通肝素ꎬ操作规范和使用剂量参照«经皮冠

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 ２００９»ꎬ术后给予低分子肝素

治疗ꎬ予依诺肝素 ４０ / ６０ｍｇꎬＱ１２ 小时ꎮ
４. 观察终点:(１)主要终点:①ＰＣＩ 术前罪犯血

管的心肌梗死溶栓(ＴＩＭＩ)血流分级ꎬ采用 ＴＩＭＩ 血

流分级:用冠状动脉造影方法评价冠状动脉再灌注

的标准ꎬ分为 ０ 级:血管闭塞远端无前向血流ꎻ１ 级:
造影剂部分通过闭塞部分ꎬ但不能充盈远端血管ꎻ２
级:造影剂可完全充盈冠状动脉远端ꎬ但造影剂充盈

及清除的速度较正常冠状动脉延缓ꎻ３ 级:造影剂完

全、迅速充盈远端血管并迅速清除ꎮ ②ＰＣＩ 后 ＴＩＭＩ
血流:采用 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ꎮ ③心脏功能:术后及术

后 ３０ 天超声心动示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及脑利

钠肽(ＢＮＰ)ꎮ
(２)安全性终点:按照出血事件ꎬ出血评价出血

学术研究会(ＢＡＲＣ)定义:０ 型:无出血ꎻ１ 型:非活

动性出血ꎬ患者无需因此就医或住院ꎻ或包括患者在

未经咨询医生前提下ꎬ因自行停药导致的出血ꎻ２
型:任何明显活动性出血ꎬ尚达不到以下 ３ ~ ５ 型标

准ꎬ但符合以下条件者:需要内科干预ꎻ需要住院或

提升治疗级别ꎻ须被快速评估ꎻ３ 型:３ａ 型:明显出血

且血红蛋白下降≥３ ~ ５ｇ / Ｌꎻ需要输血的明显出血ꎮ
３ｂ 型:明显出血且血红蛋白下降≥５ｇ / Ｌꎻ心包填塞ꎻ
需要外科手术干预或控制的出血(除外牙齿ꎬ鼻部ꎬ
皮肤和痔疮)ꎻ须予以静脉血管活性药物ꎮ ３ｃ 型:颅
内出血(除外脑微量出血ꎬ出血性转化包括椎管内

出血)ꎻ经尸检ꎬ影像学检查ꎬ腰椎穿刺证实的亚型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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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视力的出血ꎻ４ 型 ＣＡＢＧ 相关的出血ꎻ５ 型:致死

性出血:５ａ 型:未经尸检或影像学检查证实ꎬ但临床

可疑的可能性致死性出血ꎻ５ｂ 型:明显的或经尸检

或影像学检查证实的确切致死性出血ꎮ
(３)次要终点:住院期间及术后 ３０ 天的主要不

良心脏事件(ＭＡＣＥ)ꎬＭＡＣＥ 定义为靶血管病变血

运重建(ＴＬＲ)ꎬ心源性死亡、任何心肌梗死(ＭＩ)ꎬ再
发心绞痛及脑卒中ꎮ

５. 统计学方法: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ꎮ 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对人口学资料进行总结ꎻ
研究结果符合正态分布连续性变量ꎬ用均数 ± 标准

差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ｔ 检验ꎬ不符合正

态分布者ꎬ用中位数表示ꎬ使用秩和检验ꎮ 分类变量

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ꎬ采用卡方检验和 Ｆｉｓｈｅｒ′ｓ 精

确法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患者的基线特征:连续入选 １２０ 例 ＳＴＥＭＩ 患
者ꎬ随机双盲分为两组ꎬ各 ６０ 例ꎬ均急诊行 ＰＣＩ 治

疗ꎮ 两组患者基线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ꎮ
两组患者的病变血管情况和支架置入的情况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表 ２)ꎮ

表 １　 两组患者基线水平[ｘ ± ｓꎬｎ(％ )]

临床资料
早期应用组

(ｎ ＝ ６０)
对照组

(ｎ ＝ ６０)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７ ６３ ± ７ ８７ ５６ ２５ ± ７ ６７ ０ ３３１
男性 ３７(６１ ７) ３６(６０ ０) ０ ８５２
梗死部位

前间壁、前壁及广泛前壁 ３１(５１ ７) ３７(６１ ７) ０ ２６９
下壁、后壁及右室 ２９(４８ ３) ２３(３８ ３) ０ ２６９
既往病史

　 高血压病 ３９(６５ ０) ３４(５６ ７) ０ ３５０
　 糖尿病 １８(３０ ０) １６(２６ ７) ０ ６８５
　 高脂血症 ２２(３６ ７) １９(３１ ６) ０ ５６４
　 吸烟史 ３５(５８ ３) ３２(５３ ３) ０ ５８１
合并用药

　 阿司匹林 ６０(１００ ０) ６０(１００ ０)
　 氯吡格雷 ６０(１００ ０) ６０(１００ ０)
　 低分子肝素 ６０(１００ ０) ６０(１００ ０)
　 他汀类药物 ６０(１００ ０) ６０(１００ ０)
　 β 受体阻滞剂 ４４(７３ ３) ４４(７３ ３)
　 ＡＣＥＩ ３９(６５ ０) ４４(７３ ３) ０ ３２３
　 ＡＲＢ ４( ６ ７) ３( ５ ０) ０ ６９７
　 ＣＣＢ ５( ８ ３) ６(１０ ０) ０ ７５２

　 　 注:ＡＣＥＩꎬ肾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ꎻＡＲＢꎬ肾素血管紧张

素受体阻滞剂ꎻＣＣＢꎬ钙离子拮抗剂

　 　 ２. 早期应用组 ＰＣＩ 术前给药时间及总维持时

间:早期应用组 ＰＣＩ 术前给予替罗非班治疗时间 >

３０ 分钟ꎬ平均(４９ ５０ ± ８ ５２)分钟ꎬ以及替罗非班治

疗总维持时间在 ３６ ~ ４８ 小时ꎬ平均(３７ １０ ± １ ６１)
小时ꎮ

表 ２　 两组患者病变血管情况和支架置入

情况的对比[ｘ ± ｓꎬｎ(％ )]

项目
早期应用组

(ｎ ＝ ６０)
对照组

(ｎ ＝ ６０)
Ｐ 值

罪犯血管 ０ ５９７
　 ＬＡＤ １７(２８ ３) ２２(３６ ７)
　 ＬＣＸ ２４(４０ ０) ２０(３３ ３)
　 ＲＣＡ １９(３１ ７) １８(３０ ０)
经桡动脉途径 ５４(９０ ０) ５５(９１ ７) ０ ７５２
支架置入数量 ０ ５６１
　 ０ 枚 １( １ ７) ０
　 １ 枚 ４６(７６ ６) ５１(８５ ０)
　 ２ 枚 １２(２０ ０) ８( １ ３)
　 ３ 枚 １( １ ７) １( １ ７)
发病至 ＰＣＩ 时间 / 小时 ５ ８０ ± １ ９０ ５ ７８ ± ２ ２９ ０ ９９６

　 　 注:ＬＡＤꎬ左前降支ꎻＬＣＸꎬ左回旋支ꎻＲＣＡꎬ右冠状动脉

　 　 ３. 两组 ＰＣＩ 术前和术后 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比较:早
期应用组的患者 ＰＣＩ 前罪犯血管的 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

明显优于对照组[术前 ＴＩＭＩ０ 级 ３２ 例(５３ ３％ )ｖｓ.
４６ 例 ( ７６ ７％ )ꎬ ３ 级 １５ 例 ( ２５ ０％ ) ｖｓ. ６ 例

(１０ ０％ )ꎬＰ ＝ ０ ０３２]ꎻ两组 ＰＣＩ 术后 ＴＩＭＩ 血流分

级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术后 ＴＩＭＩ ３ 级 ５９ 例

(９８ ３％ )ｖｓ. ５７ 例(９５ ０％ )ꎬＰ ＝ ０ ３０９](表 ３)ꎮ

表 ３　 两组急诊 ＰＣＩ 术前及术后患者 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对比(例)

　 　 组别
ＰＣＩ 前 ＴＩＭＩ 血流 ＰＣＩ 后 ＴＩＭＩ 血流

０ 级 １ 级 ２ 级 ３ 级 ２ 级 ３ 级

早期应用组(ｎ ＝ ６０) ３２ ２ １１ １５ １ ５９
对照组(ｎ ＝ ６０) ４６ ３ ５ ６ ３ ５７
Ｐ 值 ０ ０３２ ０ ３０９

　 　 ４. 两组心脏功能比较:两组患者在行急诊 ＰＣＩ
前心功能评价无明显差异ꎻ术后住院期间早期应用

组心功能较对照组改善明显ꎻ而术后 ３０ 天随访两组

心功能评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４)ꎮ
５. 两组住院期间出血事件发生率比较:随机入

选后 ３０ 天内ꎬ两组均未发生大出血ꎬ且无额外增加

颅内出血的风险ꎮ 两组轻微出血[５ 例(８ ３％ )ｖｓ. ２
例(３ ３％ )ꎻＰ ＝ ０ ２１９]的发生率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ＢＡＲＣ 出血)ꎮ
６. 两组住院期间及术后 ３０ 天 ＭＡＣＥ 发生率比

较:术后随访中ꎬＭＡＣＥ 发生率早期应用组明显低于

对照组(住院期间 ３％ ｖｓ. １５％ ꎬＰ ＝ ０ ０２７ꎻ术后 ３０
天 ５％ ｖｓ. ２３ ３％ ꎬＰ ＝ ０ ０４ꎬ表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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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两组各时点 ＬＶＥＦ 及 ＢＮＰ 对比[ｘ ± ｓꎬＭ(ＱＲ)]

组别
术前 术后住院期间 术后 ３０ 天

ＬＶＥＦ / ％ ＢＮＰ / (ｎｇ / Ｌ) ＬＶＥＦ / ％ ＢＮＰ / (ｎｇ / Ｌ) ＬＶＥＦ / ％ ＢＮＰ / (ｎｇ / Ｌ)
Ａ(ｎ ＝ ６０) ５２ ０３ ± ７ １５ ２１０(１１０ꎬ３８０) ５８ ６３ ± ６ ７８ １４５(８０ꎬ２９０) ５８ ４３ ± ６ ７５ ６５(４０ꎬ８８)
Ｂ(ｎ ＝ ６０) ５２ ５０ ± ６ ３６ １７２(９０ꎬ３６０) ５１ ７２ ± ８ ３４ ２１０(９０ꎬ４８０) ５７ ０８ ± ６ ６６ ７０(４５ꎬ８４)

Ｐ 值 ０ ４６７ ０ ３８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 ０ ７８７ ０ ６８４

表 ５　 两组患者各时点 ＭＡＣＥ 对比(例)

ＭＡＣＥ 事件

住院期间 术后 ３０ 天

早期应用组

(ｎ ＝ ６０)
对照组

(ｎ ＝ ６０)
早期应用组

(ｎ ＝ ６０)
对照组

(ｎ ＝ ６０)

复合终点 ２ ９∗ ３ １４∗

任何心肌梗死 ０ ０ ０ １
再发心绞痛 ２ ９∗ ３ １３∗

　 　 注:住院期间比较ꎬ∗Ｐ ＝ ０ ０２７ꎻ术后 ３０ 天比较ꎬ∗Ｐ ＝ ０ ０４

讨　 论

２０１２ 年的欧洲心脏病学会(ＥＳＣ)的 ＳＴＥＭＩ 指

南[３]及 ２０１３ 年的美国心脏病学会(ＡＣＣＦ / ＡＨＡ)的
ＳＴＥＭＩ 指南[４] 中提出ꎬ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ꎬ行急

诊 ＰＣＩ 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导管室前应用替罗非班为 ＩＩｂ
级推荐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急诊 ＰＣＩ 患者早期应用

替罗非班ꎬ可以改善罪犯血管的 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以及

患者 ＰＣＩ 术后的心脏功能ꎬ并减少患者住院期间及

术后 ３０ 天 ＭＡＣＥ 的发生率ꎮ
Ｕｙａｒｅｌ 等[５] 回顾分析了 １１５ 例行急诊 ＰＣＩ 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ꎬ观察术前和术后 １ 小时的 ＳＴ 段改变ꎬ
结果示ꎬ替罗非班组的 ＳＴ 段回落程度明显大于未使

用组[(７ ２ ± ２ ８) ｖｓ. (４ ２ ± ２ ６)ｍｍꎬＰ < ０ ００１]ꎮ
心电图 ＳＴ 段的回落可反映微循环灌注的情况ꎬ
ＳＴＥＭＩ 患者行急诊 ＰＣＩ 术早期应用替罗非班ꎬ有助

于降低血栓负荷ꎬ从而恢复微循环的灌注[６]ꎮ 王天

松等[７]的研究结果显示ꎬ在支架置入前早期应用

ＧＰＩＩｂ / ＩＩＩａ 抑制剂可以改善患者冠状动脉血流情

况ꎬＴＩＭＩ 血流 ３ 级发生率接近 ２０％ ꎬ而 ＴＩＭＩ 血流 ２￣
３ 级的发生率可以接近 ４０％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在
ＳＴＥＭＩ 患者行 ＰＣＩ 术前早期使用替罗非班ꎬ可以降

低患者冠状动脉血栓负荷以及改善 ＴＩＭＩ 血流ꎬ这与

先前的结果是一致的ꎮ
在 Ｕｙａｒｅｌ 等[５]回顾分析显示ꎬ在对替罗非班组

及对照组患者住院期间及术后 ３０ 天随访中发现ꎬ替
罗非班组患者 ＭＡＣＥ 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未使用替

罗非班组(Ｐ < ０ ０５)ꎮ 我们的研究结果中显示ꎬＰＣＩ
术前使用替罗非班的患者ꎬ其住院期间及术后 ３０ 天

ＭＡＣＥ 的发生率相较于对照组明显降低 ( Ｐ <
０ ０５)ꎮ 其原因可能为ꎬ ＧＰＩＩｂ / ＩＩＩａ 抑制剂替罗非班

通过抑制血小板血栓及远端微血栓的形成ꎬ来预防

微血管栓塞ꎬ阻止对冠状动脉微循环的损伤[８]ꎮ
对于 ＳＴＥＭＩ 患者ꎬ提高缺血心肌组织的再灌注

对保存心肌组织的功能是极其重要的ꎮ Ｗａｎｇ 等[９]

的研究表明ꎬ与对照组相比ꎬＰＣＩ 术前应用替罗非班

组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ꎬ术后 １０ 日患者超声心动显示ꎬ左
心室射血分数较前明显提高ꎮ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ꎬＰＣＩ 术后住院期间对心脏功能的评价显示ꎬ早期

应用组 ＬＶＥＦ 及 ＢＮＰ 较对照组改善明显 ( Ｐ <
０ ０５)ꎻ术后 ３０ 天心脏功能的评价显示ꎬ早期应用组

ＬＶＥＦ 及 ＢＮＰ 改善未见明显差异(Ｐ > ０ ０５)ꎮ 可能

的原因有ꎬＰＣＩ 术前应用替罗非班ꎬ可以通过降低患

者 ＣＤ６３ｐ 以及 ＰＡＣ￣１ 的水平来降低血小板活性ꎬ同
时通过降低患者内皮微粒、ＶＣＡＭ￣１ 及 ＩＣＡＭ￣１ 的水

平来减弱血管内皮功能ꎬ从而改善 ＰＣＩ 术后患者的

心脏功能[９]ꎮ 然而在术后 ３０ 天随访中因为两组患

者均接受了规范的心肌梗死治疗ꎬ所以两组 ＬＶＥＦ
及 ＢＮＰ 未见明显差异ꎮ

在 ＰＣＩ 术后对心脏血流的改善方面ꎬ我们的研

究结果显示ꎬ两组患者 ＰＣＩ 术后 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未见

明显差异ꎮ Ｌｉｕ 等[１０]对 １ ５７７ 例受试者的 Ｍｅｔａ 分析

结果显示ꎬ两组之间 ＰＣＩ 术后 ＴＩＭＩ 血流 ３ 级以及校

正的 ＴＩＭＩ 血流帧数计数(ＣＴＦ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ꎮ 可能原因是ꎬ目前对于替罗非班改善患者心脏

血流的相关研究ꎬ均是在 ＰＣＩ 术中进行评价ꎬ缺乏长

期的随访ꎬ因此ꎬＳＴＥＭＩ 患者 ＰＣＩ 术前应用替罗非

班ꎬ对心肌血流改善的长期影响目前仍不确切ꎮ
安全性方面ꎬ本研究未见早期应用组患者住

院期间出血事件发生率增加ꎬ这与 ＯＮ￣ＴＩＭＥ２ 研究

的结果相似[１] ꎮ 体外研究中ꎬ替罗非班并不抑制

血小板激活早期血小板形态的改变ꎬ但是对血小

板的聚集功能存在明显的抑制ꎮ 这可能与 ＧＰＩＩｂ /
ＩＩＩａ 抑制剂的有效性以及其可能导致出血的原因

相关[１１] 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有:①本研究样本量较少ꎬ没

有核素心肌显像等评价心功能的指标ꎬ仍需大规

模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ꎮ ②随访时间短ꎬ对
患者远期的 ＭＡＣＥ 以及生存率的统计尚需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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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本研究仅对替罗非班的疗效进行评价ꎬ可进一

步完善与其他 ＧＰＩＩｂ / ＩＩＩａ 受体抑制剂进行比较的

实验数据ꎮ
总之ꎬ本研究进一步明确并扩展了在 ＳＴＥＭＩ

患者中 ＰＣＩ 前早期应用 ＧＰＩＩｂ / ＩＩＩａ 抑制剂的相关

结果ꎮ 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ꎬ早期应用替罗非班ꎬ
可以改善罪犯血管的 ＴＩＭＩ 血流ꎬ改善 ＰＣＩ 术后心

脏功能以及减少 ＭＡＣＥ 的发生率ꎮ 早期应用替罗

非班对患者是安全的ꎬ其不增加患者出血事件的

发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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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３５ ~ ５９ 岁高血压患者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
影响的分析

单卓华　 邓利群　 左惠娟

　 　 [摘要] 　 目的:分析 ３５ ~ ５９ 岁高血压患者吸烟、饮酒、睡眠及体力活动情况及对血压控制的影响ꎮ
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ꎬ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间ꎬ在北京安贞医院普内科和高血压门诊收集 ３５
~ ５９ 岁正在服药治疗的高血压患者ꎬ收集患者吸烟、饮酒、运动及睡眠等生活方式及血压等信息ꎮ 结

果:共收集研究对象 ３ ７７０ 例ꎬ其中男性 １ ７５８ 例(４６ ６％ )ꎬ女性 ２ ０１２ 例(５３ ４％ )ꎮ 男性患者吸烟、饮
酒率接近 ６０％ ꎻ低于适量运动者约占 １ / ３ꎮ 平均睡眠时间以每天 ７ ~ ８ 小时为主ꎮ 血压总体控制率为

４９％ ꎬ在血压未控制的患者中ꎬ低年龄组单纯舒张压控制不达标率高于高年龄组ꎬ而单纯收缩压不达标

的比例低于高年龄组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睡眠时间超过 ７ 小时血压控制不达标率下降 ２１％
~４９％ ꎬ而适量运动者血压控制不达标率下降 １７％ ꎮ 饮酒者血压控制不达标率增加 ３８％ ꎮ 结论:３５ ~
５９ 岁高血压患者非药物治疗率较低ꎬ吸烟、饮酒、低于适量运动者仍有较高的比例ꎮ 不饮酒、７ 小时以上

睡眠以及采取推荐量运动有助于血压控制达标ꎮ
[关键词] 　 高血压ꎻ生活方式ꎻ控制率ꎻ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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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ｅｎｔｓ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７ ｈｏｕｒｓ 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ｏｏｒ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１％ ｔｏ ４９％ 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ｏｏｒ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７％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ｈｉｇｈ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ｍｏｋｉｎｇꎬ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ｌｏｗ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ｏ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ꎬ ７ ｈｏｕ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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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ｐｅｒ 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ꎻ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ꎻ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Ｓｌｅｅｐ

　 　 ３５ ~ ５９ 岁年龄段人群多数为职业人群ꎬ和老年

人群相比ꎬ工作压力和不良生活习惯的比例较高ꎬ高
血压患病率上升最为明显ꎮ 同时ꎬ此年龄段高血压

患者社区就诊比例低ꎬ缺乏系统的疾病管理ꎬ治疗控

制率仅为 １ / ３[１]ꎮ 血压控制不良则是此组人群动脉

粥样硬化形成的高危因素ꎬ也是造成劳动力损失的

重要因素[２]ꎮ 为此我们以中年高血压患者为研究

对象ꎬ分析其吸烟、饮酒、运动及睡眠时间等生活习

惯及血压控制特点ꎬ旨在帮助此组患者提高血压控

制率ꎬ降低心血管病事件的发生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在北

京安贞医院普内科和高血压门诊收集的 ３ ７７０ 例高

血压患者ꎮ 纳入标准:年龄 ３５ ~ ５９ 岁ꎻ正在接受药

物治疗ꎬ服药时间超过 ６ 个月(调查之日之前ꎬ连续

６ 个月内服药ꎻ且最近两周服药天数超过 ７ 天)ꎮ 排

除标准:继发性高血压ꎻ初次诊断高血压病患者ꎻ连
续服药时间不足 ６ 个月ꎻ连续 ６ 个月服药ꎬ但近 ２ 周

未服药或服药时间不足 ７ 天者ꎮ
２.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ꎬ资料收集采用

面对面询问方法ꎮ 内容包括患者一般情况:性别、年
龄、是否诊断高血压、服药时间是否超过 ６ 个月、高
血压家族史、是否诊断糖尿病、目前是否吸烟、目前

是否饮酒及每周饮酒频率、过去 １ 年(从调查之日

起向前推算 ３６５ 天)中的经常性的体力活动(包括

规律体育锻炼、规律的步行、骑车、慢跑等交通体力

活动ꎻ规律的洗衣、拖地等家务活动ꎬ每次活动超过

１０ 分钟方可计入)频率和时间、平均夜间睡眠时间ꎮ
体检指标主要包括身高、体质量及血压等ꎮ 血压测

量 ２ 次ꎬ间隔 ５ ~ １０ 分钟ꎬ取两次结果平均值ꎬ结果

４ 舍 ５ 入ꎬ取整数ꎮ
３. 变量指标定义及赋值　 血压控制不达标的标

准[３]:就诊时两次血压平均值 ＳＢＰ ≥ １４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和 /或 ＤＢＰ≥９０ｍｍＨｇꎻ体育锻

炼分为三组:适量运动:相当于每周运动 ３ ~ ５ 天ꎬ每
天运动时间 ３０ ~ ６０ 分钟ꎻ低于适量运动:每周运动

频率少于 ３ 天ꎬ或每天运动时间少于 ３０ ｍｉｎꎬ超过适

量运动ꎬ每周运动时间超过 ５ 天ꎬ每天运动时间超过

６０ 分钟[４]ꎻ饮酒:平均每周饮酒超过 １ 次ꎬ白酒超过

５０ｍＬꎬ或者啤酒超过 ３００ｍＬꎬ 或者葡萄酒超过

１００ｍＬ[３]ꎻ吸烟者:现在吸烟ꎬ连续或累积吸烟达到

１００ 支及以上者[５]ꎻ体质量指数 ( ＢＭＩ) ＝ 体质量

(ｋｇ) /身高(ｍ) ２ꎬ超质量定义为:ＢＭＩ:２４ ~ ２７ ９ ｋｇ /
ｍ２ꎬ肥胖定义为:ＢＭＩ≥２４ｋｇ / ｍ２ [６]ꎮ

表 １　 主要变量及赋值

变量 赋值 变量 赋值

性别
１ ＝男

２ ＝女
饮酒

１ ＝是

２ ＝否

年龄
１ ＝ ３５ ~ ４５ 岁

２ ＝ ４６ ~ ５９ 岁
吸烟

１ ＝是

２ ＝否

家族史
１ ＝有

２ ＝无
血压控制

０ ＝控制

１ ＝未控制

超质量和肥胖
１ ＝有

２ ＝无
糖尿病

１ ＝有

２ ＝无

体力活动

１ ＝低于适量运动

２ ＝适量运动

３ ＝超过适量运动

平均睡眠时间

１ ＝ <７ 小时 /天
２ ＝ ７ ~ ８ 小时 /天
３ ＝ >８ 小时 /天

　 　 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ꎮ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率)表示ꎬ组间率

的比较用 χ２ 检验ꎮ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独立危险

因素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患者吸烟、饮酒、运动及睡眠情况 　 共收集

３５ 岁以上中年高血压患者 ３ ７７０ 例ꎬ其中男性 １
７５８ 例(４６ ６％ )ꎬ女性 ２ ０１２ 例 (５３ ４％ )ꎮ 年龄

３５ ~ ４５ 岁 ９０８ 例 (２４ ４％ )ꎬ４５ ~ ５９ 岁 ２ ８６２ 例

(７５ ９％ )ꎮ 伴有家族史 １ ３９６ 人(３７ ０％ )ꎬ超质

量和肥胖 ２ ７４３ 人(７２ ８％ )ꎬ有糖尿病病史 ４９８ 例

(１３ ２％ )ꎮ 不同性别吸烟、饮酒、运动暴露比ꎬ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ꎬ平均睡眠时间的暴露比ꎬ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表 ２)ꎮ
２. 血压控制情况:１ ８４９(４９ ０％ )例血压控制达

标ꎬ其中男性血压控制达标率低于女性ꎬ不同年龄组

血压控制达标率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显著意义ꎮ 在血

压控制未达标的患者中ꎬ５２ １％ 患者收缩压和舒张

压均未控制ꎬ２９ ９％ 患者单纯舒张压控制未达标ꎮ
男性单纯舒张压控制不达标率高于女性ꎬ而女性单

纯收缩压不达标的比例高于男性ꎮ 低年龄组单纯舒

张压控制不达标率高于高年龄组ꎬ而单纯收缩压不

达标的比例低于高年龄组(表 ３ ~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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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性别高血压患者不同因素的暴露比[ｎ(％ )]

项目
男性

(ｎ ＝ １ ７５８)
女性

(ｎ ＝ ２ ０１２)
χ２ 值 Ｐ 值

吸烟 １ ０２６(５８ ４) １１４(５ ７) １ ２３５ ０３５ ０ ０００
饮酒 １ ０２６(５８ ４) １０４(５ ２) １ ２６４ ７６９ ０ ０００
运动

　 低于适量运动 ７６９(４３ ７) ５６９(２８ ３) １０２ ０６３ ０ ０００
　 适量运动 ２３９(１３ ６) ２９８(１４ ８)
　 超过适量运动 ７５０(４２ ７) １ １４５(５６ ９)
平均睡眠时间

　 < ７ 小时 / 天 ２３７(１３ ５) ２３７(１１ ８) ２ ７５３ ０ ２５２
　 ７ ~ ８ 小时 / 天 １ ２８２(７２ ９) １ ４８４(７３ ８)
　 > ８ 小时 / 天 ２３９(１３ ６) ２９１(１４ ５)

表 ５　 影响血压控制率的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结果

因素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 ＯＲ ９５％ ＣＩ Ｐ 值

性别 ￣０ ２６２ ０ ０６５ １６ ２４２ ０ ７７０ ０ ６７８ ~ ０ ８７４ < ０ ００１
年龄 ￣０ １２２ ０ ０７６ ２ ５８３ ０ ８８５ ０ ７６３ ~ １ ０２７ ０ １０８
家族史 ０ １９４ ０ ０６７ ８ ２４５ １ ２１３ １ ０６３ ~ １ ３８５ ０ ００４
糖尿病 ０ ３２２ ０ １２４ ６ ７１６ １ ３８０ １ ０８２ ~ １ ７６０ ０ ０１
超质量和肥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７ １ ０２２ ０ ８８６ ~ １ １７８ ０ ７６８
吸烟 ０ １６９ ０ ０７１ ５ ７２９ １ １８７ １ ０３３ ~ １ ３６３ ０ ０１７
饮酒 ０ ３１０ ０ ０７１ １８ ９４７ １ ３６４ １ １８６ ~ １ ５６８ < ０ ００１
体力活动

　 低于适量运动 １
　 适量运动 － ０ １８７ ０ １０２ ３ ３６４ ０ ８３０ ０ ６８０ ~ １ ０１３ ０ ０６７
超过适量运动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１ ０ ３９７ １ ０４６ ０ ９１０ ~ １ ２０２ ０ ５２９
平均睡眠时间

　 < ７ 小时 / 天 １
　 ７ ~ ８ 小时 / 天 － ０ ２７０ ０ １００ ７ ３２４ ０ ７６３ ０ ６２７ ~ ０ ９２８ ０ ００７
　 > ８ 小时 / 天 － ０ ６９７ ０ １２７ ２９ ９２１ ０ ４９８ ０ ３８８ ~ ０ ６３９ < ０ ００１

表 ６　 影响血压控制率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结果

因素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 ＯＲ ９５％ ＣＩ Ｐ 值

高血压家族史 ０ １６９ ０ ０６８ ６ １０９ １ １８４ １ ０３６ ~ １ ３５４ ０ ００１
糖尿病 ０ ２９０ ０ １２６ ５ ２８７ １ ３３６ １ ０４４ ~ １ ７１１ ０ ０２１
饮酒 ０ ３２１ ０ ０７２ １９ ７００ １ ３７９ １ １９６ ~ １ ５８９ < ０ ００１
平均睡眠时间

　 < ７ 小时 / 天 １
　 ７ ~ ８ 小时 / 天 － ０ ２３８ ０ １０１ ５ ５３３ ０ ７８８ ０ ６４６ ~ ０ ９６１ ０ ０１９
　 > ８ 小时 / 天 － ０ ６７２ ０ １２９ ２７ ０９５ ０ ５１１ ０ ３６９ ~ ０ ６５８ < ０ ００１
体力活动时间

　 低于适量运动 １
　 适量运动 － ０ １８９ ０ １０３ ３ ３３４ ０ ８２８ ０ ６５３ ~ ０ ９９４ ０ ０４４
　 超过适量运动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２ ０ ５４８ １ ０５５ ０ ９１６ ~ １ ２１６ ０ ４５９

表 ３　 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及血压未控制类型[ｎ(％ )]

项目
男性

(ｎ ＝ １ ７５８)
女性

(ｎ ＝ ２ ０１２)
χ２ 值 Ｐ 值

血压控制率 ８００(４５ ５) １ ０４９(５２ １) １６ ５０７ < ０ ００１

血压未控制类型 ７２ ５４１ < ０ ００１

单纯舒张压未控制 ３５１(３６ ６) ２２４(２３ ３)

单纯收缩压未控制 １１１(１１ ６) ２３５(２４ ４)

均未控制 ４９６(５１ ８) ５０４(５２ ３)

表 ４　 年龄不同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及血压

未控制类型[ｎ(％ )]

项目
３５ ~ ４５ 岁

(ｎ ＝ ９０８)
４６ ~ ５９ 岁

(ｎ ＝ ２ ８６２)
χ２ 值 Ｐ 值

血压控制率 ４２５(４６ ５) １ ４２６(４９ ８) ２ ３９９ ０ １２８
血压未控制类型 １２０ ０５３ < ０ ００１
单纯舒张压未控制 ２３２(４８ ０) ３４３(２３ ９)
单纯收缩压未控制 ３４(７ ０) ３１２(２９ ３)
均未控制 ２１７(４４ ９) ７８３(５４ ５)

　 　 ３. 血压控制情况影响因素分析:以血压控制是

否达标为因变量ꎬ性别、年龄、家族史、糖尿病、超质

量和肥胖、吸烟、饮酒、体力活动时间及平均睡眠时

间为自变量ꎬ其中体力活动时间和平均睡眠时间定

义为哑变量ꎬ其他变量定义为分组变量ꎮ 单因素分

析时以 Ｐ < ０ １ 作为变量筛选标准ꎮ 结果发现ꎬ吸
烟、饮酒、运动和平均睡眠时间均与血压是否控制有

关ꎬ其他相关因素还包括:性别、家族史及糖尿病ꎮ
将以上因素带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ꎬ结果显

示ꎬ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病史、饮酒、平均睡眠时间

以及体力活动与血压控制率有关联ꎬ吸烟与血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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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联系没有统计学显著意义ꎮ 饮酒者血压控制率

降低 ３８％ ꎬ每天睡眠时间超过 ７ 小时ꎬ血压控制率

增加 ２１％ ~ ４９％ ꎮ 适量运动者血压控制率增高

１７％ ꎬ而超过适量运动者血压控制率没有进一步提

高(表 ５ ~ ６)ꎮ

讨　 论

生活方式干预不仅可以有效降低血压ꎬ提高降

压药物疗效ꎬ还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３]ꎬ因此ꎬ生活

方式干预对高血压患者尤其是中年、职业阶段高血

压患者具有重要意义ꎮ 指南规定ꎬ所有高血压患者

均应积极采取生活方式干预ꎬ吸烟是心血管病的重

要危险因素ꎬ因此ꎬ高血压患者也应积极控烟ꎮ 我们

的调查发现ꎬ高血压患者中ꎬ尤其是男性高血压患者

吸烟和饮酒比例仍较高ꎬ而低于适量运动者占 １ / ３ꎬ
由此可见ꎬ中年高血压患者非药物治疗没有得到很

好的实施ꎬ这一结论与其他省市调查结果相似[７￣８]ꎮ
适量的体力活动有助于血压控制ꎬ可使收缩压

下降 ４ ~ ９ｍｍＨｇ[３]ꎮ 我们的调查中ꎬ约 ２ / ３ 患者达

到推荐量运动ꎬ５０％ 患者每天运动时间超过 ６０ 分

钟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适量运动者(相当于每

周运动至少 ３ 天ꎬ每天运动时间 ３０ ~ ６０ 分钟)血压

控制不达标率下降 ２１％ ꎬ但进一步增加运动时间ꎬ
血压控制的益处并没有进一步增加ꎮ 有研究显示ꎬ
每天少于 ３０ 分钟运动可能达不到预防疾病的目

的[９]ꎬ而随着运动强度的增加ꎬ代谢综合征的患病

危险降低[１０]ꎮ 但是ꎬ是否运动时间越长血压控制效

果越好尚缺少证据ꎮ 目前指南定义每天适量运动的

时间为 ３０ 分钟左右ꎬ中等强度体力活动ꎮ
限制饮酒可使收缩压下降 ２ ~ ４ｍｍＨｇ[１１]ꎬ指南

不提倡高血压患者饮酒ꎬ如果饮ꎬ则少量饮酒ꎮ 则每

天白酒少于 ５０ｍＬꎬ或者啤酒少于 ３００ｍＬꎬ或者葡萄

酒少于 １００ｍＬꎮ 最近发表的一项随访研究结果显

示ꎬ每周饮酒 ２ 次以上ꎬ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将显著增

加[１２]ꎮ 我们将平均每周饮酒超过 ２ 次定义为饮酒ꎬ
多因素分析显示ꎬ饮酒者血压控制不达标率增加

３８％ ꎮ 因此超过推荐量饮酒ꎬ即使不是每天饮酒亦

不利于血压控制ꎮ
精神紧张和长期的心理压力是高血压的重要危

险因素[３]ꎮ 中年人作为职业人群ꎬ具有相对较高的

心理压力水平ꎬ而睡眠是缓解心理压力的重要措施ꎮ
为此本研究将睡眠作为血压控制率一个影响因素进

行了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和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低于 ７
小时者相比ꎬ７ ~ ８ 小时睡眠时间可显著提高血压控

制率ꎬ进一步增加睡眠时间益处进一步增加ꎮ 近年

不断有研究报道夜间睡眠时间少增加中年人高血压

的患病危险[１３￣１７]ꎬ ２００９ 年美国一项研究结果显

示[１３]ꎬ中年人群(３３ ~ ４５ 岁)睡眠时间少于 ７ 或 ８
小时或者睡眠质量差都有助于增加血压ꎬ每天睡眠

减少 １ 小时ꎬ５ 年内高血压的风险增加 ３７％ ꎮ 而美

国睡眠与心脏健康研究[１４]ꎬ结果显示每天高于或低

于 ７ ~ ８ 小时夜间睡眠均显著增高高血压的患病危

险ꎮ 吴洪敏等对 １７ ４５８ 例 １８ 岁以上居民横断面调

查分析发现ꎬ低于 ６ 小时和超过 ８ 小时睡眠均增加

高血压的患病危险[１７]ꎮ
我国对 ２２ 座城市ꎬ１００ 家三级医院 ５ ０８６ 例高

血压患者调查分析发现ꎬ患者 ７０％ 患者坚持服药ꎬ
６０％ 患者从不漏服的情况下ꎬ血压控制达标率为

３０ ６％ [１８]ꎮ 我们的调查中服药的中年高血压患者

血压控制率为 ４９％ ꎬ高于全国三级医院平均水平ꎮ
而血压控制未达标者具有很明确的血压特点ꎬ即舒

张压控制不达标为主ꎬ其中 １ / ３ 为单纯舒张压控制

不达标ꎬ而在老年患者中此比例仅为 ６ ７％ [１９]ꎮ 因

此应根据中年人血压特点ꎬ选择合适的药物ꎬ同时充

分发挥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控制血压的作用ꎬ积极控

制体重ꎬ进行推荐量体力活动、７ ~ ８ 小时睡眠ꎬ限制

饮酒有助于患者血压控制ꎮ
服药时间、服药依从性及就诊的规律性是影响

血压控制率的重要因素ꎮ 确定研究对象和资料收集

过程中ꎬ尽量规避药物治疗对血压控制率的影响ꎬ考
虑了服药时间及近期服药的依从性ꎬ但未考虑患者

就诊的规律性ꎮ 由于研究为现况调查ꎬ分析睡眠时

间对血压控制率的影响时ꎬ没有很好的手段排除呼

吸睡眠暂停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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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多种抗血小板药物联合
应用所致急性消化道损伤

肖帅真　 于 君　 康铁树　 刘军彦　 侯 兰　 杨 建　 章晓峰

　 　 [摘要] 　 目的: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急诊入院的(非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ＡＣＳ)患者多种抗血小板药物所致急性消化道损伤的临床情况、发生率及影响因素ꎮ 结果:
１５３ 例 ＡＣＳ(非 ＳＴ 段抬高)患者ꎬ年龄 ４４ ~ ８９ 岁ꎬ > ６５ 岁 １４３ 例ꎬ > ７５ 岁 ８０ 例ꎬ急性消化道损伤临床表

现有:①呕血ꎻ②呕吐物潜血强阳性ꎻ③柏油便、黑便ꎻ④大便潜血强阳性ꎻ６６％的患者具有 ２ 个以上的高

危因素ꎬ急性消化道损伤的发生率明显升高(Ｐ < ０ ０５)ꎬ１５３ 例患者中 ２９ 例(１８ ９％ )出现了急性消化道

损伤ꎬ其中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组 ９ 例(１４ ５％ )ꎬ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银杏达莫组 ２０ 例(２３ ８％ )ꎬ两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抗血小板治疗在 ＡＣＳ 患者中已广泛使用ꎬ但其可能导致严重

的消化道损伤ꎮ 在高龄( > ６５ 岁以上)、应急状态、２ 个以上高危因素的患者发生率较高ꎮ 在阿司匹林 ＋
氯吡格雷基础上联合其他抗血小板药物的情况下ꎬ急性消化道损伤的发生率更是明显升高ꎮ ＡＣＳ 应慎

重、综合考虑联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ꎮ
[关键词]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ꎻ抗血小板药物ꎻ急性消化道损伤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４￣２６２￣０４

　 　 抗血小板治疗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患
者中已广泛使用ꎬ且其疗效已被大量循证医学证实ꎮ
但其可能导致消化道不良反应ꎬ严重者会导致致命

性的消化道损伤ꎬ如上消化道大出血ꎮ 很多临床医

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ꎬ尤其是多种抗血小板药物

联合使用ꎮ 为了解 ＡＣＳ(非 ＳＴ 段抬高)患者的多种

抗血小板药物ꎬ联合使用所致急性消化道损伤的情

况ꎬ回顾性分析了急诊入院患者的临床情况ꎬ以期可

以指导临床实践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急诊入院的 ＡＣＳ(非 ＳＴ 段抬高)患者为分析对象ꎮ
采用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的非 ＳＴ 段抬

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ＮＳＴＥ￣ＡＣＳ)诊疗指南中的

诊断标准为入选标准[１]ꎬ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和非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ＮＳＴＥＭＩ)ꎬ同时根据指南标

准将入选患者进行危险分层ꎬ排除高风险患者(年
龄因素除外)ꎬ除外非心肌缺血引起的胸痛ꎬ除外既

往明确诊断胃、十二肠溃疡或消化道出血的患者ꎮ
２. 研究方法:(１)对出院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ꎮ

患者消化道损伤的危险因素情况①高龄(年龄≥６５
岁)ꎻ②既往消化性疾病(除外 １ 年内溃疡或出血)ꎻ
③幽门螺杆菌感染ꎻ④吸烟、饮酒ꎻ⑤合用华法林抗

凝药物ꎻ⑥合用非甾体消炎药ꎻ⑦合用糖皮质激素ꎻ
(２)联合应用的抗血小板药物为:肠溶阿司匹

林、硫酸氢氯吡格雷及银杏达莫注射液ꎮ
(３)临床观察急性消化道损伤临床诊断标准

为:①呕血ꎻ②呕吐物潜血强阳性ꎻ③柏油便、黑便ꎻ
④大便潜血强阳性ꎮ

３. 统计学方法:应用 ＳＰＳＳ１６ ０ 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ꎮ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ꎻ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采用 ｔ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基本资料:本次共纳入 １５３ 例 ＡＣＳ(非 ＳＴ 段

抬高)患者ꎬ其中男性 ７０ 例ꎬ女性 ８３ 例ꎬ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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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 ８９ 岁ꎬ > ６５ 岁 １４３ 例ꎬ > ７５ 岁 ８０ 例ꎻ合并症有

脑梗死 １１５ 例ꎬ高血压病 １１０ 例(７１ ８％ )ꎬ糖尿病

８０ 例(５２ ３％ )ꎬ高脂血症 ５８ 例(３７ ９％ )ꎮ 此外ꎬ还
有合并心房颤动、肾功能不全等ꎮ

２. １５３ 例患者联合应用抗血小板药物的情况:
联合应用肠溶阿司匹林 １００ｍｇꎬ１ 次 /日 ＋ 硫酸氢氯

吡格雷 ７５ｍｇꎬ１ 次 /日共 ６９ 例ꎻ联合应用肠溶阿司

匹林 １００ｍｇꎬ１ 次 /日 ＋ 硫酸氢氯吡格雷 ７５ｍｇꎬ１ 次 /
日 ＋银杏达莫 ４０ｍＬ(含双嘧达莫 １７ ６ｍｇ)分 ２ 次静

脉滴注共 ８４ 例ꎮ 两组间根据«非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诊断和治疗指南»标准入选的患者危

险分层相近ꎮ
３. １５３ 例患者中 ２９ 例(１９ ０％ )出现了急性消

化道损伤:①呕血ꎻ②呕吐物潜血强阳性ꎻ③柏油便、
黑便ꎻ④大便潜血强阳性ꎬ其中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组 ９ 例(１４ ５％ )ꎬ阿司匹林 ＋ 氯吡格雷 ＋ 银杏达莫

组 ２０ 例(２３ ８％ )ꎬ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４. 危险因素与急性消化道损伤的关系:１５３ 例

患者中ꎬ无危险因素、有 １ 个、２ 个、≥３ 个危险因素

的患者ꎬ急性消化道损伤的发生比例分别是:６ ９％ 、
１７ ２％ 、３１ ０％及 ４４ ８％ ꎮ 其中ꎬ２ 个及以上危险因

素的患者发生消化道损伤的比例高于 １ 个或没有危

险因素的患者(Ｐ < ０ ０５)ꎬ≥３ 个危险因素的患者

发生消化道损伤的比例又高于 ２ 个危险因素的患者

(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

表 １　 危险因素与急性消化道损伤的关系[ｎ(％ )]

危险因素个数 例数 消化道损伤例数

０ １３ ２( ６ ９)
１ ３９ ５(１７ ２)
２ ５６ ９(３１ ０)

≥３ ４５ １３(４４ ８)
合计 １５３ ２９(１９ ０)

讨　 论

ＡＣＳ 是一组由急性心肌缺血引起的临床综合

征ꎬ分为 ＳＴＥ￣ＡＣＳ 及 ＮＳＴＥ￣ＡＣＳꎬＮＳＴＥ￣ＡＣＳ 包括不

稳定性心绞痛和 ＮＳＴＥＭＩꎬ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冠心

病类型之一ꎬ其并发症多、病死率高ꎮ 抗血小板治疗

所引起的出血是 ＮＳＴＥ￣ＡＣＳ 患者首要评估的不良事

件之一ꎬ其发生率与患者远期预后呈正相关ꎬ降低院

内出血发生率也是临床医生的首要任务之一ꎮ
根据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的 ＮＳＴＥ￣

ＡＣＳ 的诊疗指南[１]ꎬ抗血小板治疗是综合治疗中的

标准的治疗药物ꎮ 阿司匹林是非选择性环氧化酶

(ｃｏｘ)抑制剂ꎬ通过促使血小板环氧化酶丝氨酸位

点乙酰化而灭活该酶的活性ꎬ阻碍花生四烯酸转化

为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ꎬ因而抑制血小板生成

ＴＸＡ２(ＴＸＡ２ 有强烈的促血小板聚集作用)ꎬ从而起

到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治疗作用ꎮ 但是ꎬ阿司匹林同

时也会造成消化道的急性损伤的机制是①局部作

用:直接刺激胃黏膜ꎬ破坏胃黏膜的疏水保护屏障ꎻ
白三烯等细胞毒性物质释放增加ꎬ刺激胃黏膜ꎬ破坏

胃黏膜保护屏障ꎻ②全身作用:抑制前列腺素(ＰＧ)
生成ꎬ减弱 ＰＧ 调控胃肠道血流和保护黏膜的作用ꎮ
急诊入院患者同时服用氯吡格雷ꎬ其抗血小板作用

比阿司匹林强ꎬ虽然对消化道没有直接损伤作用ꎬ但
其抑制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和血小板释放的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ꎬ从而阻碍新生血管的生成和影响溃

疡愈合ꎬ会加重其它原因引起的消化道损伤[２]ꎮ
急性消化道损伤的高危因素包括:①高龄(年

龄≥６５ 岁)ꎻ②既往消化性疾病ꎻ③幽门螺杆菌感

染ꎻ④吸烟、饮酒ꎻ⑤合用华法林抗凝药物ꎻ⑥合用非

甾体消炎药ꎻ⑦合用糖皮质激素ꎻ本组患者年龄 > ６５
岁 １４３ 例ꎬ > ７５ 岁 ８０ 例ꎮ 危险因素 > ３ 个的患者ꎬ
发生急性消化道损伤的概率明显升高ꎮ 美国心脏协

会 /心脏病学基金会均推荐使用质子泵抑制剂 ＰＰＩ
预防和治疗消化道损伤[２]ꎮ 我国也有相关实验证

据ꎬ中国解放军总医院的研究入选 ６６５ 例具备高危

消化道出血风险的 ＡＣＳ 患者(年龄≥７５ 岁、消化道

溃疡病史、消化道出血病史、心源性休克及慢性肾功

能不全)ꎬ在常规冠心病治疗的基础上随机分为泮

托拉唑组(４０ｍｇ /次ꎬ２ 次 /日)和安慰剂组ꎬ连续服

用 ７ 日ꎬ结果显示ꎬ预防性应用泮托拉唑可有效减少

在院期间消化道出血的发生[３]ꎮ
本组患者均为急诊入院ꎬ易出现应激性溃疡ꎮ

应激导致消化性溃疡的原因:① ＡＣＳ 患者机体处于

应急状态ꎬ代谢作用强ꎬ胃黏膜会消耗大量的氧ꎬ胃
黏膜低灌注ꎬ呈缺氧状态ꎬ黏液和碳酸氢盐分泌减

少ꎬ黏膜屏障破坏和氢离子反弥散使黏膜内 ＰＨ 值

下降ꎬ造成血管和黏膜损伤ꎬ引起糜烂和出血ꎬ是应

激性溃疡的重要机制ꎮ ②ＡＣＳ 引起紧张、恐惧ꎬ导
致机体自主神经功能紊乱ꎬ交感神经系统兴奋ꎬ儿茶

酚胺分泌增加ꎬ使胃黏膜收缩、痉挛ꎬ引起胃黏膜出

血ꎻ③心功能降低ꎬ外周血管灌注不足ꎬ通过血管舒

缩进行自我调节ꎬ为了保证大脑、心脏、肾脏的器官

的血 液 供 应ꎬ 肠 系 膜 动 脉 收 缩 使 胃 肠 道 血 流

减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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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有 ８４ 例患者在服用阿司匹林和氯吡

格雷的基础上ꎬ静滴银杏达莫 ４０ｍＬ /日(含双嘧达

莫 １７ ６ｍｇ)ꎮ 此组患者的急性消化道损伤的发生率

明显升高ꎮ 银杏达莫注射液中含有双嘧达莫ꎬ其抑

制血小板功能的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①抑制

ｃＧＭＰ 特异的磷酸二酯酶活性ꎬ使 ｃＡＭＰ 水平增高ꎻ
②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和红细胞对腺苷的摄取ꎬ增高

腺苷的浓度ꎬ后者可通过激活腺苷酸环化酶ꎬ使血小

板内 ｃＡＭＰ 含量增加而抑制血小板聚集ꎻ③增强内

源性 ＰＧＩ２ 活性ꎮ
ＡＣＳ 的治疗应该使用抗血小板药物ꎮ 根据

ＮＳＴＥ￣ＡＣＳ 的诊疗指南ꎬＡＣＳ 的抗血小板标准药物

使用为阿司匹林和硫酸氢氯吡格雷ꎮ 银杏达莫注射

液为复方制剂ꎬ每 １０ｍＬ (支) 含银杏总黄酮 ９ ~
１１ｍｇ、双嘧达莫 ３. ６ ~ ４. ４ｍｇꎬ适用于预防和治疗冠

心病、血栓栓塞性疾病ꎮ 但在 ＮＳＴＥ￣ＡＣＳ 患者中的

使用不是标准的抗血小板治疗ꎬ未见文献报道ꎬ可能

会增加 ＡＣＳ 时急性消化道损伤的发生率ꎬ加重消化

道出血的并发症ꎮ 在临床工作中应吸取经验教训ꎬ

尽量控制使用ꎬ尤其对于年龄≥６５ 岁和高危因素较

多的患者(如既往消化性疾病、幽门螺杆菌感染、吸
烟、饮酒ꎬ合用华法林抗凝药物、合用非甾体消炎药

及合用糖皮质激素)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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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原发性心脏恶性肿瘤的手术疗效

陈长城　 刘 硕　 许李力　 徐 屹　 李 平　 高 峰　 尤 斌

　 　 [摘要] 　 目的:评估原发性心脏恶性肿瘤的手术治疗疗效ꎬ总结治疗经验ꎮ 方法:回顾分析自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于北京安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２３ 例原发性心脏恶性肿瘤病例的病例特点、手
术治疗方法和随访资料ꎬ比较完整切除(Ａ 组ꎬ１４ 例ꎬ３ 例术后失访ꎬ１ 例院内死亡)和姑息切除(Ｂ 组ꎬ９
例)的远期生存情况ꎮ 结果:２３ 例患者平均年龄(４４ ７ ± １２ ７)岁ꎬ男性 １２ 例ꎬ女性 １１ 例ꎮ 肿瘤生长部

位统计显示右心房肿瘤 １１ 例ꎬ右心室肿瘤 ２ 例ꎬ肺动脉肿瘤 １ 例ꎬ左心房肿瘤 ９ 例ꎮ 肿瘤病理分型包括

血管肉瘤 １１ 例 (４７ ８％ )、 平滑肌肉瘤 ４ 例 (１７ ４％ )、 横纹肌肉瘤 ４ 例 (１７ ４％ )、黏液肉瘤 ４ 例

(１７ ４％ )、未分化肉瘤 １ 例(４ ３％ )及恶性淋巴瘤 １ 例(４ ３％ )ꎬ手术病死率 ４ ３％ ꎮ 总计随访 ２８４ 个

月ꎬ最长 ６６ 个月ꎬ最短 １ 个月ꎮ Ａ 组术后平均生存时间为(３８ ２ ± ９ １)个月ꎬ Ｂ 组术后平均生存时间为

[(４ １ ± １ ２)个月ꎬＰ ＝ ０ ００１]ꎮ 结论:原发性心脏肿瘤罕见、侵袭力强、出现症状晚及完整切除肿瘤可

延长患者生存时间ꎮ 早期明确诊断ꎬ改进手术方法ꎬ提高完整切除比率ꎬ综合应用手术放化疗等治疗手

段ꎬ可能改善患者预后ꎮ
[关键词] 　 原发性心脏恶性肿瘤ꎻ心脏肉瘤ꎻ外科手术ꎻ远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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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心脏肿瘤发病率 ０ ０２％ ꎬ其中 ７５％为良

性ꎬ２５％为恶性[１]ꎬ肉瘤最为多见[２]ꎮ 患者出现症

状晚ꎬ常累及心房心室心脏瓣膜大血管等重要部位ꎬ
恶性原发心脏肿瘤保守治疗中位生存期仅为 ６ ~ １２
个月[３]ꎮ 外科治疗既要考虑彻底切除肿瘤组织又

要维护心脏循环功能ꎬ使其手术治疗具有特殊性ꎮ
因发病率低ꎬ治疗难度大ꎬ国内报道例数较少[４]ꎮ

表 １　 肿瘤特性

组织学分类 原发部位 大小 / ｃｍ 转移部位 切除范围 状况

右心肿瘤

　 血管肉瘤 ＲＡ 房间隔 ５ ６ × ３ ６ 无 完整切除 死亡

　 血管肉瘤 ＲＡ 上腔静脉 房间隔 三尖瓣 ６ × ８ 无 心脏移植 术后 ９ 个月失访

　 血管肉瘤 ＲＡ 下腔静脉 三尖瓣 ７ × ６ 无 完整切除 院内死亡

　 血管肉瘤 ＲＡꎬＲＶꎬＬＡꎬＬＶ 室间隔 胸腺 心表腔外生长 局部切除 死亡

　 横纹肌肉瘤 ＲＶ ４ × ６ 无 完整切除 生存

　 平滑肌肉瘤 ＲＶ １０ × ７ 无 局部切除 死亡

　 血管肉瘤 ＲＡ ６ × ８ 无 完整切除 死亡

　 平滑肌肉瘤 ＲＡ ６ × ６ 无 完整切除 术后失访

　 血管肉瘤 肺动脉 无 局部切除 死亡

　 血管肉瘤 ＲＡ ５ × ５ 无 完整切除 死亡

　 血管肉瘤 ＲＡ 房间隔 ＬＡ 肺静脉 ７ × ５ 无 完整切除 术后失访

　 血管肉瘤 ＲＡ 主动脉根部 无 局部切除 死亡

　 血管肉瘤 ＲＡ 下腔静脉 １０ × ７ 无 局部切除 死亡

　 恶性淋巴瘤 ＲＡ ５ × ４ 无 完整切除 死亡

左心肿瘤

　 血管肉瘤 ＬＡ ６ × ４ 无 完整切除 术后失访

　 平滑肌肉瘤 ＬＡ 房间隔 ４ × ６ 无 局部切除 死亡

　 黏液肉瘤 ＬＡ 房间隔 左心耳 ４ × ４ ５ 无 局部切除 死亡

　 黏液肉瘤 ＬＡ 二尖瓣后叶 ４ × ３ 无 局部切除 死亡

　 横纹肌肉瘤 ＬＡ 二尖瓣前叶 ３ × １ ５ １ × １ ５ 无 完整切除 生存

　 黏液肉瘤 ＬＡ 二尖瓣 累及心包外 ８ × ８ 左下肺
完整切除

左下肺切除
生存

　 平滑肌肉瘤 ＬＡ 二尖瓣 充满 ＬＡ 无 局部切除 死亡

　 黏液肉瘤 ＬＡ ４ × ４ 无 完整切除 生存

　 未分化肉瘤 ＬＡ ６ × ５ 无 完整切除 生存

　 　 注:左心房:ＬＡꎬ右心房:ＲＡꎬ左心室:ＬＶꎬ右心室:ＲＶ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北京安贞医院自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手术治疗原发性心脏恶性肿瘤 ２３ 例ꎬ
年龄 ２０ ~ ６８ 岁ꎬ平均(４４ ７ ± １２ ７)岁ꎬ其中男性 １２
例ꎬ女性 １１ 例ꎮ 术前采用超声、ＣＴ、ＭＲＩ 等影像学

诊断手段排除远处转移ꎮ 回顾分析患者年龄、性别

及症状等特征ꎬ术前诊断手段ꎬ手术方法ꎬ肿瘤综合

治疗措施ꎬ分析术后生存随访结果ꎮ 根据手术方式ꎬ
将患者分为两组ꎬＡ 组患者手术中完整切除肿瘤ꎬＢ
组患者肿瘤侵犯范围广ꎬ仅行局部切除ꎮ 根据随访

结果ꎬ应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

生存时间ꎮ

２. 肿瘤分期[５]:Ｉ 期ꎬ小肿瘤ꎬ无转移ꎻＩＩ 期ꎬ肿
瘤体积较大ꎬ但可切除ꎻＩＩＩ 期ꎬ肿瘤侵犯胸腔内其他

器官ꎻＩＶ 期ꎬ有远处转移ꎮ
３. 手术方法:手术采用静脉吸入复合麻醉ꎬ胸

部正中切口ꎬ中度低温体外循环ꎬ阻断升主动脉心

脏停跳下切除心脏肿瘤组织ꎮ 如肿瘤组织充满右

心房ꎬ采用经股静脉插管或深低温停循环以利显

露右心房切除肿瘤组织ꎮ 切除后房间隔和房壁缺

损ꎬ应用自体心包或牛心包重建ꎮ 肿瘤累及房室

瓣时ꎬ行瓣膜成形术或人工瓣替换术ꎮ 侵犯胸腺ꎬ
肺叶等胸腔内组织时ꎬ一并切除ꎮ 部分肿瘤侵犯

大血管ꎬ左心房后壁等部位ꎬ完整切除有困难ꎬ行
姑息局部切除以缓解症状ꎮ 患者进行手术治疗ꎬ
未接受联合放化疗治疗ꎮ

４. 统计学方法:统计学计算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采用 ｔ 检验ꎻ计数资

料以频数或百分比表示ꎬ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ｓ 精确法检验ꎮ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分析中应用 Ｌｏｇ Ｒａｎｋ、Ｂｒｅｓｌｏｗ、
Ｔａｒｏｎｅ￣Ｗａｒｅ 方法比较两组生存率是否存在显著性

差异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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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１. 临床症状 　 可分为肿瘤引起的循环梗阻症

状和肿瘤一般性症状ꎮ 出现呼吸困难 １０ 例、心悸

１０ 例、胸闷 １５ 例、严重心力衰竭 ２ 例、肺栓塞 １ 例ꎻ
发热 ２ 例、咳嗽 ４ 例、夜间盗汗 １ 例及乏力 １０ 例ꎮ
无症状患者 １ 例ꎬ体检时 ＣＴ 检查发现ꎮ

２. 肿瘤分期　 ＩＩ 期肿瘤 ２０ 例ꎬＩＩＩ 期肿瘤 ２ 例

(１ 例侵犯胸腺ꎬ１ 例侵犯左下肺)ꎬ恶性淋巴瘤 １ 例

未分期ꎮ
３. 病变部位　 右心房肿瘤 １１ 例ꎬ右心室肿瘤 ２

例、肺动脉肿瘤 １ 例ꎬ左心房肿瘤 ９ 例ꎮ 肿瘤病理组

织类型分别为血管肉瘤 １１ 例(４７ ８％ )、 平滑肌肉

瘤 ４ 例(１７ ４％ )、 横纹肌肉瘤 ４ 例(１７ ４％ )、黏液

肉瘤 ４ 例(１７ ４％ )、未分化肉瘤 １ 例(４ ３％ )、恶性

淋巴瘤 １ 例(４ ３％ )ꎬ见表 １ꎮ
４. 手术结果　 １ 例患者术后 ９ 天死于急性肺损

伤合并肾功能衰竭ꎬ手术病死率 ４ ３％ ꎮ 因肿瘤侵

袭瓣膜组织ꎬ完全切除二尖瓣ꎬ行机械人工瓣膜替换

２ 例ꎬ瓣膜局部切除成形二尖瓣和三尖瓣各 １ 例ꎮ
原发左心房肿瘤向腔外生长ꎬ侵蚀心包及左下肺ꎬ同
期行左下肺切除 １ 例ꎮ 其余 ２２ 例出院(表 ２)ꎮ

表 ２　 手术情况

手术方法 例数

切除范围

　 完整切除 １４
　 局部切除 ９
同期手术

　 二尖瓣替换 ２
　 二尖瓣成形 １
　 三尖瓣成形 １
　 左下肺切除 １
　 深低温停循环 ２
心脏移植 １

　 　 ５. 随访情况　 出院后 ３ 例患者失访ꎬ１ 例患者

术后 ９ 个月失访ꎬ１８ 例患者完成随访ꎮ 总计随访

２８４ 个月ꎬ最长 ６６ 个月ꎬ最短 １ 个月ꎮ Ａ 组患者 １０
例ꎬ术后平均生存时间为(３８ ２ ± ９ １)个月ꎬＢ 组患

者 ９ 例ꎬ术后平均生存时间为(４ １ ± １ ２)个月ꎬＰ ＝
０ ０００１ꎮ 完整切除肿瘤明显延长患者生存时间(表
３ꎬ图 １)ꎮ

表 ３　 随访两组患者一般情况(ｘ ± ｓ)
　 　 项目 Ａ 组 Ｂ 组 Ｐ 值

年龄 ４４ ２ ± １５ ４６ ３ ± １２ ８ ０ ５１２
性别比(男 / 女) ６ / ４ ４ / ５ ０ ６５

图 １　 两组患者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率比较

讨　 论

原发性心脏肿瘤罕见ꎬ出现症状晚ꎬ生物学特性

恶劣ꎬ外科治疗经验少ꎬ完整切除难度大ꎬ放化疗效

果不确定ꎬ预后差ꎬ与其他器官恶性肿瘤相比ꎬ具有

一定特殊性ꎮ
心脏原发性肿瘤中恶性肿瘤占 ２５％ ꎬ其中 ９５％

是肉瘤ꎬ另外 ５％ 由淋巴瘤和间皮瘤构成[６]ꎮ 肿瘤

早期常无明显症状ꎬ瘤体体积很大后才有相应症状

体征ꎬ不少患者出现症状时ꎬ已经发生心力衰竭ꎮ 特

殊心脏症状与肿瘤生长部位密切相关ꎮ 肺动脉肉瘤

造成严重血流梗阻ꎬ继发肺动脉高压ꎬ患者表现出心

包积液、胸腹水、浮肿及右心功能不全症状ꎮ 左心系

统肿瘤侵袭二尖瓣ꎬ肺静脉ꎬ患者出现呼吸困难ꎬ乏
力ꎬ心悸等肺淤血症状ꎮ 左心肿瘤组织脱落可造成

脑梗死ꎬ外周动脉栓塞ꎮ 冠状动脉受累时可出现心

绞痛症状ꎬ心肌或传导系统受累时出现心率失常ꎬ包
括心房颤动ꎬ室性心动过速ꎬ房室传导阻滞等ꎮ 心电

图可发现 ＱＲＳ 图形随心跳发生变化ꎬ可能源于心包

积液改变ꎮ 一些患者表现乏力、发热、体质量下降等

一般性症状ꎮ 部分患者血沉增快ꎬＣ￣反应蛋白升高ꎮ
本组 １ 例患者无症状ꎬ体检发现ꎻ２ 例患者有严重心

功能不全ꎬ部分患者有发热、乏力、盗汗等全身性

症状ꎮ
影像诊断是发现疾病的最重要手段ꎬ心脏超声

可快速检出心脏占位病变ꎮ 本组患者全部首先由心

脏超声确立诊断ꎮ 发现心脏占位时应注意心脏血

栓、感染性心内膜炎赘生物、心脏转移癌的鉴别诊

断ꎮ 超声检查无法分辨肉瘤的组织来源ꎬ肉瘤的组

织分类对治疗和预后判断也无明显意义[７]ꎮ 磁共

振技术对区分肿瘤良恶性很有帮助ꎮ 如肿瘤体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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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ｃｍꎬ血性心包积液ꎬ延迟增强常提示恶性肿瘤ꎮ 恶

性肿瘤体积大ꎬ与心肌附着处基底宽广ꎬ甚至可充斥

整个心腔ꎬ可涉及一个以上心腔ꎮ 常呈分叶状ꎬ边界

不清ꎬ向心包及心包外生长较多见ꎬ通过多层面多角

度观察ꎬ可精确分辨肿瘤心腔内或心腔外的生长范

围ꎮ 肿瘤组织内部坏死和钙化组织也可由磁共振清

晰显示ꎮ 术前核磁检查无论对术前手术方案的制定

及术后随访观察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术前活检可采用经颈静脉右心导管技术ꎬ对右

心系统肿瘤可明确肿瘤组织类型ꎮ
原发心脏肉瘤中血管肉瘤占 ３０％ ~ ４５％ ꎮ 发

病年龄中年期为高峰ꎬ男性多见ꎬ男女发病率约 ２ ∶
１[８]ꎮ 本组病例血管肉瘤所占比例最大ꎬ病变部位

主要位于右心系统ꎮ 肿瘤起源于血管内皮ꎬ８０％ 累

及右心房ꎬ可浸润生长充斥全部右心房ꎮ 进一步侵

犯三尖瓣ꎬ右心室游离壁、室间隔甚至冠状动脉ꎮ 血

管肉瘤也可发源于肺动脉、接近心脏的腔静脉或心

外膜组织ꎮ 血管肉瘤预后不良ꎬ未经手术切除ꎬ９０％
患者死于诊断后 ９ ~ １２ 个月[９]ꎮ

未分化肉瘤ꎬ好发左心房ꎬ占心脏肉瘤 ２４％ [１０]ꎬ预
后不良ꎮ 骨肉瘤ꎬ发生率 ３％ ~ ９％ ꎬ男女发病率

２∶ １ꎬ病变部位多见于左心房壁ꎮ 平滑肌肉瘤ꎬ发生

率 ８％ ꎬ肿瘤侵袭能力非常强ꎬ发病年龄多在 ３５ 岁

以上ꎬ好发于左心房后壁ꎬ常侵犯肺静脉和二尖瓣ꎮ
横纹肌肉瘤ꎬ发生率 ５％ ꎬ发病年龄范围 ３ 个月 ~ ８０
岁ꎬ可生长于任何心腔ꎮ

淋巴瘤占原发心脏恶性肿瘤的 １％ ~ ２％ ꎮ 发

病年龄 １８ ~ ７７ 岁ꎬ发病无性别倾向ꎮ 多见于心脏移

植术后或 ＡＩＤＳ 免疫有缺陷的患者ꎮ 为非何杰金类

型ꎬ主要累及心脏及心包ꎬ不侵犯心包以外组织ꎮ 右

心房和右心室为常见病变部位ꎮ 磁共振对软组织分

辨力描述清晰ꎬ对诊断极有价值ꎮ 蒽环霉素类化疗

药物和抗 ＣＤ￣２０ 免疫疗法可有效缓解肿瘤ꎬ肿瘤体

积不大ꎬ未造成梗阻压迫情况下通常不推荐外科切

除ꎮ 预后差 ６０％患者死于诊断后 ２ 个月内ꎬ早期患

者治疗后可获得长期缓解ꎮ 本组 １ 例淋巴瘤患者术

前未能明确诊断ꎬ术后病理确定组织类型ꎮ
保守治疗心脏原发恶性肿瘤ꎬ患者中位生存时

间仅有数月ꎬ而非心脏肉瘤患者ꎬ中位生存期可长达

９３ 个月[１１]ꎮ 外科手术治疗是改善症状ꎬ延长生存

时间的主要手段ꎬ外科手术可以使中位存活时间延

长到 ２４ 个月[１２]ꎮ Ｃｒａｆｏｏｒｄ 成功切除第一例心脏肿

瘤[１３]ꎮ 原发心脏肉瘤生长快ꎬ对组织侵蚀能力强ꎬ
患者出现症状时肿瘤往往体积较大ꎬ常累及心脏瓣

膜、大血管、冠状动脉及传导系统等重要心脏结构ꎬ
腔外生长的肿瘤可累及心包外纵膈组织ꎮ 完整切除

肿瘤组织需要术前进行详细的影像ꎬ确定肿瘤组织

累及的范围ꎬ分析完整切除的可能性ꎬ并做好手术方

案的设计ꎮ
右心系统肉瘤体积较大ꎬ有时充满右心房ꎬ经右

心房插静脉引流管建立体外循环有困难ꎮ 可直接经

上腔静脉插管引流头部和上肢静脉血ꎬ经股静脉向

心脏方向插入长插管引流下腔血液ꎬ部分患者可能

需要深低温短时间停循环切除下腔静脉内肿瘤组

织ꎮ 房间隔、右心房壁切除后可用心包重建ꎬ冠状动

脉被肿瘤累及可一并切除ꎬ然后移植自体大隐静脉

重建血运ꎬ三尖瓣如局部受累可切除部分瓣膜ꎬ缺损

部分可用自体心包修复或行瓣环折叠成形术ꎬ无法

成型时移植入人工瓣膜ꎮ 肺动脉血管肉瘤沿肺动脉

生长ꎬ我们的手术方法是切开肺动脉ꎬ彻底剥离肺动

脉内肿瘤组织ꎬ然后缝合肺动脉ꎬＲｅａｒｄｏｎ 等[１３]不保

留自体肺动脉ꎬ用 Ｇｏｒｅ￣Ｔｅｘ 人工血管替换肺动脉ꎬ
以求完整切除病变组织ꎬ值得借鉴ꎮ 参考 Ｆｏｎｔａｎ 手

术ꎬ右心室被肿瘤侵犯时ꎬ也可进行广泛切除ꎬ旷置

残余右心室ꎬ直接建立体静脉和肺循环的连接[１４]ꎮ
左心系统恶性肿瘤以左心房多见ꎬ可侵犯肺静

脉ꎬ二尖瓣ꎮ 左心系统位于心脏后部ꎬ显露困难ꎬ完
整切除难度大ꎮ Ｒｅａｒｄｏｎ 等[１５]采用自体心脏移植的

方法ꎬ改善显露ꎬ完整切除左心肿瘤组织ꎮ 心脏离体

后切除左心房及二尖瓣ꎬ一并切除被肿瘤组织侵蚀

的肺静脉ꎬ人工瓣移植入离体心脏二尖瓣位ꎬ用牛心

包重建肺静脉及左心房ꎬ依次缝合心房和大血管ꎮ
２０ 例患者接受了 ２１ 次心脏自体移植手术ꎬ其中 １７
例为恶性肿瘤ꎬ３ 例为良性肿瘤ꎮ １５ 例单纯接受自

体移植手术的病例手术病死率为零ꎬ６ 例同时进行

肺切除的患者 ３ 例死亡ꎮ 术后肉瘤患者平均生存率

为 ２２ 个月ꎮ 左心房肿瘤显露困难ꎬ侵犯肺静脉及左

心房后壁时常规手术方法很难完整切除ꎬ本组 ９ 例

左心房肿瘤ꎬ仅 ４ 例未累及后壁及肺静脉的患者实

施了完整切除ꎬ手术方法有待改进ꎮ
通常担心广泛切除心脏结构虽然有利于肿瘤根

治ꎬ但会增加手术时间出血风险ꎮ 故对部分患者仅

切除了心腔内部分肿瘤ꎬ以缓解血流梗阻ꎮ 但结果

表明并不利于患者生存时间的延长ꎮ 术前精确了解

肿瘤累及范围ꎬ术中选择合理的心脏插管技术ꎬ充分

游离肿瘤周围组织ꎬ广泛彻底切除ꎬ利用自体心包或

牛心包ꎬ重建切除的心房壁、心室壁、腔静脉等结构ꎬ
在彻底切除肿瘤组织的同时也可恢复心腔结构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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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从而避免出血ꎮ 手术过程中操作应谨慎ꎬ防止瘤

栓脱落ꎬ右心系统瘤栓可导致肺转移ꎬ肺栓塞ꎬ左心

系统瘤栓可发生脑体循环栓塞和转移播散ꎬ切除后

认真冲洗心腔ꎮ
原位心脏移植治疗无转移的原发性心脏恶性肿

瘤也有报道ꎬＡｇａｒｗａｌ 等[１６] 为 ８ 例心脏肿瘤患者进

行了心脏移植手术ꎬ其中 ４ 例为恶性肿瘤ꎬ患者术后

未出现肿瘤复发ꎮ 本组中 １ 例右心系统血管肉瘤患

者接受了心脏移植ꎬ但术后 ９ 个月失访ꎬ无法联系到

患者ꎮ
Ｓｈａｐｉｒａ 等[１７] 认为手术前化疗ꎬ术中完整切除

肿瘤组织ꎬ术后坚持放化疗可以提高术后生存率ꎮ
术前化疗ꎬ可以缩小肿瘤体积ꎬ增加完整切除可能

性ꎮ 化疗药物采用阿霉素ꎬ不能耐受的患者联合应

用吉西他滨和多西紫杉醇ꎮ
本组患者中完整切除肿瘤者术后生存期明显长

于姑息切除患者ꎬ但 ２３ 例中仅 １１ 例完整切除肿瘤

组织ꎬ完整切除率仅为 ４７ ８％ ꎮ 回顾分析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方面:大部分患者术前未行心脏磁共振检

查ꎬ对肿瘤累及范围了解不精确ꎬ术前手术方案策划

不周密ꎮ 复杂切除重建经验不足ꎮ 完成的完整切除

术大部分为简单切除重建ꎬ如掌握自体心脏移植等

手术方法ꎬ会大大提高肿瘤完整切除率ꎮ 术者相对

较多ꎬ手术方法不固定ꎬ担心广泛切除重建增加手术

病死率ꎬ切除范围保守ꎮ
心脏恶性肿瘤诊断手段并不复杂ꎬ早期明确诊

断ꎬ及早手术是提高远期疗效的重要方法ꎮ 加强健

康知识普及ꎬ提倡及时就医ꎬ增加体检心脏超声波检

查与改进手术方法同等重要ꎮ
恶性心脏淋巴瘤对化疗敏感ꎬ一般不考虑手术

治疗ꎮ 本组一例患者术后诊断淋巴瘤ꎬ反映出术前

对恶性肿瘤的诊断能力不足ꎬ对心脏恶性肿瘤的生

物学特性不熟悉ꎬ应引以为鉴ꎮ 治疗手段单一ꎬ仅依

靠手术治疗ꎬ未在院内联合应用放疗、化疗等辅助治

疗手段是另一明显缺陷ꎬ多数患者出院后并不按医

嘱到肿瘤医院继续接受化疗ꎬ提示我们应建立完善

的多学科心脏肿瘤治疗团队ꎬ从而为患者提供丰富

的综合治疗手段ꎮ
原发性心脏肿瘤罕见ꎬ侵袭力强ꎬ出现症状晚ꎬ

治疗效果不如其他部位恶性肿瘤ꎮ 完整切除肿瘤可

延长患者生存时间ꎮ 提倡尽早就医以利早期诊断ꎬ
改进手术方法ꎬ综合应用手术放化疗等治疗手段ꎬ可
能改善患者预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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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体外膜肺氧合支持治疗中炎性因子变化的意义

高国栋　 龙 村　 胡 强　 段 欣　 胡金晓　 袁 媛　 黑飞龙　 于 坤

　 　 [摘要] 　 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ＥＣＭＯ)支持治疗期间炎性因子的变化特点及变化规律ꎮ 方法:
４２ 例成人心脏术后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接受 ＥＣＭＯ 支持治疗ꎮ 分别于 ＥＣＭＯ 建立前及建立 １ꎬ６ꎬ２４ꎬ４８ꎬ
７２ 小时撤机前采集中心静脉血标本ꎬ分离血浆冻存ꎬ测定各时点炎性因子 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 及 ｈｓ￣
ＣＲＰ 水平ꎬ观察其变化情况ꎮ 同时按是否发生院内死亡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ꎬ比较两组各时点上

述指标的差异ꎮ 结果:ＥＣＭＯ 前两组 ＴＮＦ￣ａ、ＩＬ￣６、ＩＬ￣８ 及 ＩＬ￣１０ 等炎性因子的浓度均高于正常值ꎻ存活组

ＴＮＦ￣α 水平在 ＥＣＭＯ 建立 ２４ 小时后开始下降ꎬ至撤机前明显低于死亡组(Ｐ < ０ ０５)ꎻ存活组 ＩＬ￣６ 水平

在 ＥＣＭＯ 建立 ６ 小时后就开始下降ꎬ至 ４８ 小时后各时点与死亡组相比均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ꎮ 存活组

ＴＮＦ￣α 水平在 ＥＣＭＯ 治疗 ２４ 小时、ＩＬ￣６ 水平在 ＥＣＭＯ 治疗 ６ 小时后开始下降ꎬ撤机前均较死亡组低(Ｐ
< ０ ０５)ꎻ死亡组炎性因子支持治疗期间均处于高水平状态ꎮ 结论:心脏术后心肺衰竭患者 ＥＣＭＯ 前已

存在明显炎性反应ꎮ 存活组炎性反应强度随病情改善逐渐下降ꎮ 持续高水平的炎性因子提示预后

不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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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ｆ ＥＣＭ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ＮＦ￣αꎬ ＩＬ￣６ꎬ ＩＬ￣８ꎬ ＩＬ￣１０ ａｎｄ ＴＮＦ￣ａ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ｋｅｐｔ ｉｎ 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ＮＦ￣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ａｔ ２４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Ｍ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Ｌ￣６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ａｔ ６ ｈ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ａｆｔｅｒ ４８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Ｍ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ｋｅｐ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ｒ 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ｄｅ￣
ｃｌｉｎ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

０７２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至少 １％ ꎬ因严重的心肺

功能衰竭需要机械辅助装置维持心脏功能[１]ꎮ 体

外膜肺氧合 (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ꎬ
ＥＣＭＯ)支持治疗技术近年来短期心功能支持的首

要方法ꎬ可为患者心功能的恢复提供时间或为过渡

到心脏移植提供辅助[２￣３]ꎮ 目前心脏术后 ＥＣＭＯ 支

持治疗的脱机率和生存率明显提高ꎬ但由于 ＥＣＭＯ
过程中血液与非生物表面接触ꎬ不可避免导致机体

发生一系列炎性反应[３]ꎮ 由此引发的相关的不良

反应及相关并发症影响接受 ＥＣＭＯ 支持治疗患者

的预后[４]ꎮ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观察 ＥＣＭＯ 过程

中炎性因子的变化ꎬ探索 ＥＣＭＯ 过程中全身炎症反

应的规律ꎬ为 ＥＣＭＯ 支持过程中的相关治疗提供

依据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及分组: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我院共对 ４２ 例心脏术后严重心肺衰竭的成

人患者行 ＥＣＭＯ 支持治疗ꎬ其中男性 ３２ 例ꎬ女性 １０
例ꎻ年龄 １９ ~ ７３ 岁ꎮ ４２ 例中 １１ 例接受心脏移植

术ꎻ１０ 例接受 ＣＡＢＧꎻ７ 例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手
术ꎻ６ 例接受瓣膜置换手术或成型手术ꎻ ５ 例接受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 ＋瓣膜手术ꎻ２ 例肺动脉

内膜剥脱术ꎻ１ 例接受心包剥脱术ꎮ 平均 ＥＣＭＯ 辅

助时间为 １０９(２７ꎬ２４２)小时ꎮ ３１ 例脱机ꎬ２７ 例存活

出院ꎮ ４ 例撤机后院内死亡ꎬ死亡的原因主要是感

染及多器官衰竭ꎮ
按是否发生院内死亡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存活

组两组ꎬ观察 ＥＣＭＯ 期间炎性因子各项指标的变ꎬ
并比较两组之间差异ꎮ 两组患者间年龄、性别、体质

量、病种、术前心功能分级、体外循环时间、术后安装

ＥＣＭＯ 时间及 ＥＣＭＯ 运转时间等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ꎮ
２. 方法:(１)ＥＣＭＯ 建立及管理:ＥＣＭＯ 设备:全

套 ＥＣＭＯ 系统ꎬ包括膜式氧合器、插管、管道、接头

及离心泵头均为肝素涂层(Ｂｉｏｌｉｎ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ꎬ ｍａｑｕｅｔ
ｇｅｔｉｎｇ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驱动系统采用 ＭＡＱＵＥＴ 离

心泵 ( Ｊｏｓｔｒａ Ｑｕａｄｒｏｘꎬ Ｍａｑｕｅｔ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Ｇ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在连接系统管路时串联氧饱和度及血球

压积探头和静脉负压监测接头ꎮ
因所有患者均为心脏术后ꎬ所以均采用股静

脉—股动脉插管方式ꎮ ＥＣＭＯ 建立时患者麻醉镇

静ꎬ运转开始后酌情降低麻醉深度ꎮ ＥＣＭＯ 支持过

程中一般 ＡＣＴ 维持于 １２０ ~ １８０ｓꎻ流量根据患者血

流动力学监测指标及血气结果来调整ꎬ辅助期间流

量范围一般维持在 ４０ ~ ８０ ｍＬ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ꎬ使静脉

血氧饱和度在 ７０％ 以上ꎬ动脉氧饱和度不低于

９５％ ꎻ呼吸机模式采用同步间歇指令通气ꎬ ＦｉＯ２:
０ ３ ~ ０ ６ꎬ呼吸频率 １０ 次 /分钟ꎬ潮气量 ８ ~ １０ｍＬ /
ｋｇꎬ呼气末正压 ６ ~ ８ｃｍＨ２Ｏ (１ｃｍＨ２Ｏ ＝０ ０９８ｋＰａ)ꎻ
每天常规超声心动图检查ꎬ结合患者血流动力学指

标及胸 Ｘ 线片、血气结果综合评判患者循环、呼吸

功能ꎮ 在保证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并有一定的储备的

情况下ꎬ逐渐减低辅助流量ꎬ直至终止 ＥＣＭＯꎮ
(２)资料及标本采集:分别于 ＥＣＭＯ 建立前

(Ｔ１)、ＥＣＭＯ 建立 １ 小时(Ｔ２)、６ 小时(Ｔ３)、２４ 小

时(Ｔ４)、４８ 小时(Ｔ５)、７２ 小时(Ｔ６)及撤机前(Ｔ７)
采中心静脉血标本ꎬＥＤＴＡ 抗凝后分离血浆 － ７０℃
冻存ꎬ放射免疫试剂方法测定各时点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ａ)、白介素( ＩＬ￣６、ＩＬ￣８ 和 ＩＬ￣１０)和高敏 Ｃ 反

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等指标ꎬ由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

所代为测定ꎮ
３. 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处理ꎮ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
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Ｍ)及四分位数间距

(Ｐ２５Ｐ７５)表示ꎮ 两组患者相关数据资料先行方差齐

性分析的 Ｆ 检验ꎬ再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组内比较

采用配对 ｔ 检验ꎮ 所有检验均选择双尾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ＥＣＭＯ 前 ＴＮＦ￣ａ、ＩＬ￣６、ＩＬ￣８ 及 ＩＬ￣１０ 等炎性因子

高于正常值ꎬＥＣＭＯ 支持期间各时点 ＴＮＦ￣α、ＩＬ￣６、
ＩＬ￣８ 及 ＩＬ￣１０ 血浆中浓度均较高ꎮ 存活组 ＴＮＦ￣ａ 水

平在 ＥＣＭＯ 建立 ２４ 小时后开始下降ꎬ至撤机前明

显低于死亡组ꎬ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存活组 ＩＬ￣６ 水平在 ＥＣＭＯ 建立 ６ 小时后就

开始下降ꎬ至 ４８ 小时后各时点与死亡组相比均明显

降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ＩＬ￣８ 水平在

ＥＣＭＯ 建立后 １ 小时ꎬＩＬ￣１０ 水平 ＥＣＭＯ 建立后 ４８
小时各时点存活组均低于死亡组ꎬ但无显著性差异ꎮ
ｈｓ￣ＣＲＰ 在 ＥＣＭＯ 建立后进行性升高ꎬ２４ 小时达到

峰值ꎬ２４ 小时后存活组水平低于死亡组ꎬ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图 １)ꎮ

１７２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图 １　 ＥＣＭＯ 期间炎性介质变化情况 　 注:各项指标正常参考值:ＴＮＦ￣α:３ ４５ ~ ８ ３０ｆｍｏｌ / ｍＬꎬＩＬ￣６ ５６ ３７￣１５０ ３３ｎｇ / ＬꎬＩＬ￣８:０ ２６ ~

０ ３８μｇ / ＬꎬＩＬ￣１０:０ ５９ ~ ２ １３μｇ / Ｌꎬｈｓ￣ＣＲＰ: < ２ｍｇ / Ｌꎻ两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５

讨　 论

作为一种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体外生命支

持技术ꎬ ＥＣＭＯ 是对传统治疗无效的严重心肺功能

衰竭的有效方法ꎬ但是治疗中也存在较多的并发症ꎬ
如出凝血功能障碍、严重感染及重要器官功能障碍

等ꎬ影响患者预后ꎬ这其中机体炎性反应起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４￣８]ꎮ
研究表明ꎬ ＥＣＭＯ 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引起

机体的免疫炎性反应ꎬ对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ꎬ
炎性细胞因子可被视为组织损伤的标志[９￣１０]ꎮ 在

ＥＣＭＯ 支持治疗的过程中ꎬ虽然膜肺、管道等材料采

用了肝素涂层技术ꎬ减少了血液与人工材料等异物

直接接触ꎬ但仍存在表面接触ꎬ同时由于手术、创伤、
器官缺血 /再灌注损伤等因素的共同作用ꎬ引起机体

的应激反应ꎬ从而诱发一系列细胞因子的释放ꎬ导致

机体促炎 /抗炎性细胞因子的失衡和全身炎性反应

综合征ꎬ 导致血管张力改变ꎬ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ꎬ
影响体液平衡ꎬ最终可能导致器官功能障碍ꎬ影响疾

病的转归ꎮ
本研究所测定的 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 是参与炎性

反应的三种主要促炎因子ꎬ其中 ＴＮＦ￣α、ＩＬ￣６ 主要来

源于再灌注损伤的心肌组织ꎬ ＩＬ￣８ 主要来源于严重

受损的心肌组织[１０￣１２]ꎮ 它们在血液中浓度升高是

严重组织损伤的标志ꎬ重要的是作为炎性介质ꎬ它们

的大量合成释放可引起机体免疫功能障碍ꎬ导致严

重机体感染ꎬ同时还可逐渐侵袭机体各各重要脏器

器官ꎬ造成器官功能低下以致衰竭ꎮ
我们的结果表明ꎬ存活组 ＴＮＦ￣α 水平在 ＥＣＭＯ

建立 ２４ 小时后开始下降ꎬ至撤机前明显低于死亡组

(Ｐ < ０ ０５)ꎻＩＬ￣６ 水平在 ＥＣＭＯ 建立 ６ 小时后就开

始下降ꎬ至 ４８ 小时后各时点均明显低于死亡组(Ｐ
< ０ ０５)ꎮ 说明存活组患者在 ＥＣＭＯ 支持治疗中炎

症反应较轻或控制较为理想ꎮ 因此ꎬ我们在临床的

治疗过程当中ꎬ应积极进行抗炎治疗ꎬ从而提高治疗

成功率ꎮ
抗炎因子主要有 ＩＬ￣１０、ｈｓ￣ＣＲＰ 等ꎬ其合成与致

炎因子密切相关[１３]ꎮ 我们研究发现ꎬＩＬ￣１０ 水平在

ＥＣＭＯ 期间组内及组间比较未见显著性差异ꎮ ｈｓ￣
ＣＲＰ 在 ＥＣＭＯ 建立后进行性升高ꎬ２４ 小时达到峰

值ꎬ组间比较各时点也无显著性差异ꎬ但上述两指标

在 ＥＣＭＯ 支持后期存活组水平均低于死亡组ꎮ 理

论上应该在炎性介质升高之后反应性升高ꎬ但本实

验未能观察到血清抗炎介质明显升高ꎬ与段大为等

研究结果相同[１４]ꎮ 有学者指出其原因可能为[１４￣１５]:
抗炎因子的水平与全身炎性反应程度关联性不大ꎬ
有些抗炎因子本身也是炎症因子ꎬ作用机制相当复

杂ꎬ所以对于全身炎性反应的监测的关键仍是炎性

因子本身ꎬ而对于抗炎因子的变化规律和准确的作

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ꎮ
本研究中各种炎性因子在 ＥＣＭＯ 建立前就已

处于较高水平ꎬ分析原因主要是患者在 ＥＣＭＯ 辅助

前均实施了心脏手术ꎬ本身已处于应激状态ꎬ并且这

些患者均由于严重的急性心肺功能衰竭行 ＥＣＭＯ
支持治疗ꎬ因而支持治疗前机体质量要器官灌注不

良ꎬ导致组织缺血缺氧ꎬ引发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ꎮ
同时ꎬ如前所述ꎬＥＣＭＯ 本身也会由于血液与异物表

面接触ꎬ从而导致机体炎性反应ꎮ 但是由于 ＥＣＭＯ
的支持治疗作用ꎬ机体内环境的稳定ꎬ循环呼吸状况

的逐渐改善ꎬ大部分炎性介质在 ＥＣＭＯ 期间并没有

进一步升高ꎮ 并且存活组 ＩＬ￣６ 和 ＴＮＦ￣α 水平在

ＥＣＭＯ 支持治疗过程中随患者心功能恢复、病情改

善逐渐下降ꎮ 这说明细胞因子增加本身对机体的影

响是有限的ꎬ可随病情好转而逐渐降低ꎮ 死亡组炎

性因子一直处于高水平状态ꎬ导致机体的炎性级联

反应ꎬ与其他因素综合作用ꎬ引发机体功能失调ꎮ 这

些结果同时也提示在 ＥＣＭＯ 支持过程中ꎬ炎性因子

水平的逐渐降低提示病情的改善ꎬ持续高水平的炎

性因子预示预后不良ꎮ
应该指出的是ꎬ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本

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ꎬ样本量较少ꎻ部分病例

为心脏移植患者ꎬ应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势必对炎

性因子有一定的影响ꎬ但具体影响如何ꎬ尚需增加病

例ꎬ进一步进行相关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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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术后心肺功能衰竭患者 ＥＣＭＯ 前已存在

炎性反应ꎮ ＥＣＭＯ 支持治疗的同时还导致全身炎性

反应ꎬ存活组炎性反应强度随病情改善逐渐下降ꎬ持
续高水平状态的炎性因子提示预后不良ꎮ 应积极抗

炎治疗ꎬ提高治疗成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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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
第十届全国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新进展研讨会

　 　 为了让广大的心内科、普通内科医师、全科医生及心电图工作者了解心律失常与心电学的新进展ꎬ提高心律失常与心电

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临床诊疗水平ꎬ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ꎬ将联合举办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继续教育项目———第十届“全国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新进展研讨会”ꎮ

具体安排如下:①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ꎻ②地点: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市北礼士路 １６７ 号)ꎻ③
会务费:１２００ 元ꎬ食宿自理ꎻ④特邀教授:丁燕生、方丕华、方全、胡大一、郭继鸿、黄从新、黄德嘉、刘仁光、卢熹烈、马长生、王方

正、杨虎、杨钧国、杨延宗、杨跃进、张海澄、张澍及周金台等近 １００ 名专家教授ꎻ⑤研讨内容:基础心电图、起搏心电图、急重症

心电图、无创心电学技术新进展、心脏性猝死、晕厥、心律失常相关进展和最新国际指南解读等 ５０ 余个专题ꎻ⑥学分:记国家

级继续教育 Ｉ 类学分 ８ 分ꎮ
联系人:北京市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２２ 病区　 于欣、李丹丹、方丕华(邮编 １０００３７ꎬ电话:０１０ － ８８３９６７７７)ꎬ１３８１０５１６２０６ (于

欣)ꎬ１３８１１３６８５５２(李丹丹)ꎬ电子信箱: ｌｉｄａｎｄａｎ２１２５＠ １２６. ｃｏｍꎮ
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中国循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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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心外科

通信作者:尤斌ꎬ医学博士ꎬ主任医师ꎬ研究方向:微创心脏外科ꎮ Ｅ￣ｍａｉｌ: Ｄｒ＿ｙｏｕｂｉｎ＠ ｖｉｐ. Ｓｉｎａ. ｃｏｍ

临床论著

体外循环下直视微创与传统正中开胸的房间隔
缺损手术治疗的对比: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

许李力　 尤 斌

　 　 [摘要] 　 目的:通过倾向性评分ꎬ对比匹配法均衡评价直视微创与传统正中开胸体外循环房间隔

缺损手术治疗的效果ꎮ 方法:选取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在北京安贞医院行单一体外循环下房间

隔缺损修补手术的 ２９１ 例患者ꎬ其中 ４８ 例(１６ ５％ )为直视微创下手术患者ꎬ其余 ２４２ 例(８３ ５％ )为传

统正中开胸方式ꎮ 根据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ꎬ在 ２４２ 例患者中选取 ４８ 例成为对照组ꎬ与微创组进行对

比研究ꎮ 结果: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ꎬ相对于传统正中开胸房间隔修补手术ꎬ直视微创组在手术时间

[(３ ５ ± ０ ７) ｖｓ. (３ ７ ± １ ８)小时ꎬＰ ＝ ０ ５４７]ꎬ体外循环时间[(７３ ０ ± ３０ ０)ｖｓ. (８７ ３ ± ３６ １)分钟ꎬＰ
＝ ０ １２６]ꎬ主动脉阻断时间[３４ １(１５ ３ꎬ４５ ９) ｖｓ. ３４ ９(１６ １ꎬ４８ ２)分钟ꎬＰ ＝ ０ ２００]ꎬ驻重症监护室

(ＩＣＵ)时间[１５ ６(５ ９ꎬ１８ ８) ｖｓ. ２１ ７(８ ６ꎬ２５ ８)小时ꎬＰ ＝ ０ １５３]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而在手术

后住院时间[(５ ５４ ± ２ ３) ｖｓ. (８ ８５ ± ２ ０６)天ꎬＰ ＝ ０ ０２１]ꎬ术后引流量[４５７(１１０ꎬ６７３) ｖｓ. ８０１(３８９ꎬ
１ １７３)ｍＬꎬＰ ＝ ０ ０１１ꎬ输血率[１８ ８％ ｖｓ. ８７ ５％ ꎬＰ ＝ ０ ０００]ꎬ手术切口长度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在跨越了学习曲线后ꎬ直视微创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比传统正中开胸手术有诸多优势ꎬ是安全ꎬ有
效ꎬ易于推广的手术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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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ｎ ２９１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ｓｏ￣
ｌａｔｅｄ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４８ꎬ１６ ５％ ꎬ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ｖｓ ２４２ꎬ８３ ５％ ꎬ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ａ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４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ＭＩ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ｗｉｔｈ ４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ＣＳ ｇｒｏｕｐ) ｂｙ ｐｒｏｐｅｎ￣
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ꎬ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ｉｎ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Ｓ ｇｒｏｕｐꎬＭＩ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ｙ ｔｉｍ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５ ５４ ± ２ ３) ｖｓ.
(８ ８５ ± ２ ０６) ｄａｙｓ (Ｐ ＝ ０ ０２１) ꎬ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４５７ (１１０ꎬ６７３) ｖｓ. ８０１ (３８９ꎬ１１７３) ｍＬ (Ｐ ＝
０ ０１１)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１８ ８％ ｖｓ. ８７ ５％ (Ｐ ＝ ０ ０００)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４ ５ ± ０ ７) ｖｓ. (２２ ３ ± １ ５)ｃｍ(Ｐ ＝ ０ ０００). Ｔｈｅｎꎬ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ｕｐｓ ｈａ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３ ５ ± ０ ７) ｖｓ(３ ７ ± １ ８)ｈｏｕｒｓ(Ｐ ＝ ０ ５４７) ꎬ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ｔｉｍｅ(７３ ０ ±
３０ ０)ｖｓ. (８７ ３ ± ３６ １) ｍｉｎｕｔｅｓ(Ｐ ＝ ０ １２６)ꎬ ａｏｒｔｉｃ ｃｌａｍｐ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３４ １(１５ ３ꎬ４５ ９) ｖｓ. ３４ ９(１６ １ ±
４８ ２)ｍｉｎｕｔｅｓ(Ｐ ＝ ０ ２００)ꎬ ｓｔ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 ( ＩＣＵ) ｔｉｍｅ １５ ６(５ ９ꎬ１８ ８) ｖｓ. ２１ ７(８ ６ꎬ
２５ ８)ｈｏｕｒｓ(Ｐ ＝ ０ １５３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ｐｅｒ￣

４７２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ｆｏｒｍｅｄ ｓａｆｅｌｙ ａ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ｒｍｏｔｏｍ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ꎻ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ｃｌｏｓｕｒｅꎻ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Ｃａｒｄｉ￣
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传统正中开胸体外循环下房间隔修补手术ꎬ
是心脏外科治疗房间隔缺损的常规方法ꎮ 这种手

术方法在有着稳定的术后效果ꎬ病死率 < １％ [１] ꎬ
是被心脏外科医生广泛应用的手术方式ꎮ 近 １０
年来ꎬ飞速发展的微创心脏外科ꎬ为房间隔缺损修

补手术带来了很大的飞跃ꎬ其术式给房间隔缺损

患者带来诸多益处ꎬ例如:不用破坏胸骨结构ꎬ减
少围术期疼痛ꎬ更低的伤口感染率ꎬ更低的围术期

用血量ꎬ更少的 ＩＣＵ 驻留时间和住院时间ꎬ手术伤

口更加美观等ꎮ[２]

微创心脏外科手术治疗房间隔缺损有几种方

式:①直视或导管下房间隔缺损伞堵ꎻ②右侧胸骨旁

４ 肋间小切口直视手术ꎻ③全胸腔镜手术ꎻ④机器人

手术ꎮ 其中右侧胸骨旁直视手术因为适用范围广

泛ꎬ费用低ꎬ外科医生的学习曲线短而被欧美国家广

泛使用[３]ꎮ 北京安贞医院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以来ꎬ运用

此种方法进行心脏外科手术[４]ꎬ取得了良好的术后

早期效果ꎮ 但是因为无法随机分配手术患者ꎬ所以

运用倾向性评分匹配的方法ꎬ对过去 ８ 年间同一医

疗组(相同手术组、麻醉科、体外循环及监护室等)
的 ２９１ 例体外循环下房间隔修补患者ꎬ进行手术效

果的对比研究ꎮ

资料与方法

１. 选取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间ꎬ体外循

环下行房间隔修补手术的 ２９１ 患者ꎬ其中 ４８ 例

(１６ ５％ )为右侧胸骨旁微创直视手术(简称微创

组)ꎬ其余 ２４２ 例(８４ ５％ )为传统正中开胸手术ꎬ两
组患者的术前基本情况ꎬ以包括年龄、性别、术前左

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身高及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等
参数ꎮ 以微创和对照组为 １ / ０ 二进制处理指标ꎬ以
年龄、性别、身高、ＢＭＩ、体表面积、术前 ＬＶＥＦ 值、术
前肺动脉压值及 ＥＵＲＯ ＳｃｏｒｅＩＩ 值作为协同变量ꎬ卡
钳值选 ０ ２ꎬ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公式进行倾向性匹配

评分ꎬ配比度为 １:１ꎬ计算出 ＰＳ 值以及 ＰＳｗｅｉｇｈｔꎬ 以

评分相近的病历匹配ꎬ在 ２４２ 例正中开胸手术中选

取 ４８ 例与微创组匹配的病例(简称对照组)ꎮ 微创

组与对照组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进行对比研究ꎮ 患者

资料列举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ｘ ± ｓꎬｎ(％ )]

项目
微创组

(ｎ ＝ ４８)
对照组

(ｎ ＝ ４８)
Ｐ 值

年龄 / 岁 ３３ ６ ± １３ ５ ３２ ３ ± １３ ２ ０ ７９８
性别 / (女性 / 男性) ３６ / １２ ３５ / １３ ０ ６８　
身高 / ｃｍ １６４ ２ ± ７ ７ １６３ ７３ ± ７ ９ ０ ７２３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１ ２ ± ３ ２ ２２ ２ ± ６ ９ ０ ６５２
体表面积 / ｍ２ １ ７ ± ０ １６ １ ６２ ± ０ ４２ ０ ６３７
术前检查

　 ＬＶＥＦ ６５ ６ ± ８ ３ ６４ ８５ ± ８ ２ ０ ９７
　 心功能 ３ 级或 ４ 级 ３(６ ２５) ４(８ ３) ０ ８５
　 ＥＵＲＯ Ｓｃｏｒｅ ＩＩ １ ０５ ± ０ ５１ １ １ ± ０ ４８ ０ ８７
　 心房颤动心律 ２(４ ２) ２(４ ２) ＮＳ
　 肺动脉压力 / ｍｍＨｇ ３３ ５ ± １８ ２ ２９ ９ ± １９ ３ ０ ６７
　 重度肺动脉高压比例 　 ５(１０ ４) 　 ７(１４ ６) ０ ７１
房间隔缺损类型

　 原发孔房缺 ３(６ ２５) ２(４ ２) ０ ８９
　 继发孔房缺 ４５(９３ ８) ４６(９５ ８) ＮＳ
　 　 中央型 ３３(６８ ８) ３０(６２ ５) ０ ７６
　 　 下腔型 ２( ４ ２) ４(８ ３) ０ ４６
　 　 上腔型 ６( １２ ５) ６(１２ ５) ＮＳ
　 　 混合型 ４( ８ ３) ６(１２ ５) ０ ８５
术前病史

　 吸烟史 ３(６ ３) ４(８ ３) ０ ７７
　 高血压史 ４(８ ３) ４(８ ３) ＮＳ
　 糖尿病 ２(４ ２) ３(６ ３) ０ ７９
　 二次手术 １(２ １) １(２ １) ＮＳ

　 　 注: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２. 手术方法:(１)右侧胸骨旁微创直视房间隔

修补术:麻醉诱导后ꎬ行双腔气管插管和中心静脉置

管ꎬ术中置食道超声心动探头(ＴＥＥ)ꎮ 在 １ｍｇ / ｋｇ
肝素条件下ꎬ 食道超声引导经右侧颈内静脉置 １５
Ｆｒ 或 １７ Ｆｒ(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９６５７０￣０１５ꎬ９６５７０￣０１７ꎬ美国)
静脉插管作为上腔静脉引流管ꎮ 患者仰卧位ꎬ右侧

胸壁垫高 ３０ꎬ右上肢外展位固定ꎮ 右侧耻股联合至

髂前上脊连线中点下 ２ｃｍ 股动脉搏动点内侧 ２ ~
３ｃｍ 纵切口ꎬ游离股动静脉ꎮ 在超声引导下ꎬ用股静

脉穿刺套包(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９６５５０ 美国)ꎬ穿刺股静脉导

丝至右心房ꎬ 置入 １９ ~ ２３Ｆｒ 单极静脉引流管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９６５７０￣０１９ꎬ９６５７０￣０２３ 美国)ꎬ静脉插管

均置于腔静脉开口处ꎮ 参考患者体质量及体表面积

插入匹配直径的股动脉插管(１８ ~ ２４Ｆｒ)置管ꎬ建立

体外循环ꎮ 经右侧胸骨旁四肋间横切口 ４ ~ ６ｃｍ 入

路ꎬ左侧肺单侧通气ꎬ右侧肺痿陷ꎮ 在右膈神经前

２ｃｍ 切开心包悬吊ꎮ 于腋中线第六肋间 １ｃｍ 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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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右上肺静脉放置左心引流管和心包牵引线ꎬ腋前

线第四肋间 １ｃｍ 切口置入 Ｃｈｉｔｗｏｏｄ 经胸主动脉阻

断钳和 ＣＯ２ 吹管ꎮ 主动脉根部置灌注针顺行灌注

ＨＴＫ 液或含血冷停搏液ꎮ 阻断上下腔ꎬ阻断主动

脉ꎬ灌注心脏停跳或不灌注停跳液心脏不停跳下ꎬ应
用直视微创手术器械(ＧＥＩＳＴＥＲꎬＶａｌｖｅＧａｔｅꎬ德国)ꎬ
切开右心房行房间隔缺损修补术ꎬ直接 ４￣０ｐｒｏｌｅｎｅ
线缝合或用牛心包或涤纶片修补ꎬ最后用 ３￣０ｐｒｏｌｅｎｅ
线缝合心房壁ꎮ 主动脉及左心充分排气后ꎬ心脏复

跳ꎮ 停体外循环后ꎬ拔除股动静脉及颈静脉插管后ꎬ
留置心包引流和胸腔引流管后逐层关胸ꎮ

(２)传统正中开胸手术:患者仰卧位ꎬ常规气管

插管ꎬ正中劈开胸骨ꎬ升主动脉插动脉引流管ꎬ上下

腔静脉插腔静脉引流管建立体外循环ꎬ阻断主动脉

后ꎬ灌注停跳液心脏停跳或不灌注心脏不停跳下行

房间隔缺损修补术[５]ꎮ
３. 统计学方法:数据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ꎮ 正态

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两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Ｍ)及四分位数

间距(Ｐ２５Ｐ７５)表示ꎬ使用秩和检验ꎮ 计数资料以频

数(率)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记录两组手术后围手术期手术结果ꎬ具体数据

对比见表 ２ꎮ 两组在手术时间[(３ ５ ± ０ ７)ｖｓ. (３ ７
± １ ８)小时ꎬＰ ＝ ０ ５４７]ꎬ体外循环时间[(７３ ０ ±
３０ ０)ｖｓ. (８７ ３ ± ３６ １)小时ꎬＰ ＝ ０ １２６]等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ꎬ而在术后 ４８ 小时引流量[４５７ (１１０ꎬ
６７３)ｖｓ. ８０１(３８９ꎬ１ １７３)ｍＬꎬ Ｐ ＝ ０ ０１１]ꎬ术后住院

时间 [( ５ ５４ ± ２ ３ ) ｖｓ. ( ８ ８５ ± ２ ０６ ) 天ꎬ Ｐ ＝
０ ０２１]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无手术死亡

病例和围手术期并发症ꎬ出院及中期随访无不良事

件ꎬ无术后中远期并发症ꎮ

讨　 论

直视微创在心脏外科领域的应用起始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期[７]ꎬ Ｈｏｎｅｋ 等[８] 于 １９９６ 报道微创

ｐｏｒｔ￣ａｃｃｅｓｓ 房间隔修补术ꎬ 该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好

处就是通过改变手术途径ꎬ减少手术创伤ꎬ减少失血

量ꎬ减少伤口感染的机会ꎬ减少住院时间ꎬ减少手术

伤口长度效果ꎬ促进患者康复[２]ꎮ
本研究因为利用倾向性评分匹配的方法ꎬ选取

的微创组与对照组患者在基本术前参数上无差异ꎮ

两组患者在围术期及手术后参数上ꎬ在手术时间ꎬ手
术时间ꎬ体外时间ꎬ主动脉阻断时间ꎬ住 ＩＣＵ 时间ꎬ
微创组与对照组无差异ꎮ 而在围术期输血量ꎬ切口

长度ꎬ术后住院时间等方面ꎬ微创组与对照组有显著

差异ꎮ 是因为直视微创心外科手术采用股动静脉及

颈静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方法ꎬ外科医生可以分两

组同时进行胸腔操作和股动静脉操作ꎬ加快手术进

程ꎮ 而且ꎬ因为胸骨右侧 ４ 肋间切口入路ꎬ手术切口

小ꎬ当吹管使胸腔充满 ＣＯ２ 时ꎬ心脏开放进行手术

时不会令空气进入循环系统ꎬ术后自动复跳率也有

显著提高ꎬ并且减少脑部并发症[９]ꎮ

表 ２　 两组患者术后资料[ｘ ± ｓꎬｎ(％ )ꎬＭ(ＱＲ)]

项目
微创组

(ｎ ＝４８)
对照组

(ｎ ＝４８)
Ｐ 值

术后心功能

　 术后心功能 ３ 级或 ４ 级 ２(４ ２) ３(６ ３) ０ ６７
　 术后 ＬＶＥＦ ６１ ３ ± ９ １ ６２ ４ ± ７ ７ ０ ８１
围手术期情况

　 围术期输血率 ９(１８ ８) ４２(８７ ５) < ０ ００１
　 围术期输血量 /单位 ２(１ꎬ３) ５(３ꎬ８) ０ ０００
　 术后 ４８ 小时引流量 / ｍＬ ４５７(１１０ꎬ６７３) ８０１(３８９ꎬ１ １７３) ０ ０１１
　 气管插管时间 /小时 １２ ７ ± ６ ６ ２１ ５ ± ８ ３ ０ １１５
　 驻 ＩＣＵ 时间 /小时 １５ ６(５ ９ꎬ１８ ８) ２１ ７(８ ６ꎬ２５ ８) ０ １５３
　 术后住院时间 /天 ５ ５４ ± ２ ３ ８ ８５ ± ２ ０６ ０ ０２１
手术中情况

　 手术时间 /小时 ３ ５ ± ０ ７ ３ ７ ± １ ８ ０ ５４７
　 体外循环时间 /分钟 ７３ ０ ± ３０ ０ ８７ ３ ± ３６ １ ０ １２６
　 主动脉阻断时间 /小时 ３４ １(１５ ３ꎬ４５ ９) ３４ ９(１６ １ꎬ４８ ２) ０ ２０
　 不停跳手术 ２０(４１ ７) ２５(５２ １) ０ ３４
　 自动复跳率含不停跳 ４５(９３ ７) ４１(８５ ４) ０ ０５６
　 切口长度 / ｃｍ ４ ５ ± ０ ７ ２２ ３ ± １ ５ ０ ０００
　 围术期二次开胸 １(２ １) ２(４ ２) ０ ５４
住院费用 /元 ６５ ６８８ ± ２３ ０９８ ６２ ３５６ ± １９ ０６７ ０ ４３

　 　 直视微创二尖瓣手术ꎬ因为不必破坏胸骨结构ꎬ
对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手术伤口的美观ꎬ比传统正

中开胸有很大的优势[２]ꎮ 同时ꎬ因为伤口小ꎬ在围

手术期用血率和用血量也比正中开胸方式低[１０]ꎮ
伤口感染几率也低于正中开胸ꎮ 患者因为不必经历

胸骨锯开引起的呼吸功能减低和胸骨渗血ꎬ大大的

降低了术后住院时间和驻 ＩＣＵ 时间ꎬ相应的减低了

住院费用ꎮ 患者因为比正中开胸更低的用血率ꎬ可
以减少因为输血带来的血行感染和不必要的过敏

反应ꎮ[１０]

另外ꎬ直视微创手术的手术入路相比传统正中

开胸手术对于外科医生来说相对陌生ꎬ要在术前详

细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和手术入路的局部解剖结构ꎮ
如果有胸膜粘连ꎬ大动脉炎ꎬ动静脉迂曲狭窄ꎬ肺功

能差不能耐受单侧肺痿陷等等ꎬ要果断进行正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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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手术ꎮ 在手术进行中要尽量防止组织损伤ꎬ例如

肺组织ꎬ膈神经等ꎮ 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的
不确定性ꎬ手术前医生还要仔细进行超声心动图检

查ꎬ防止出现永存左上腔静脉等超声心动图不易发

觉的先天性畸形ꎬ给微创手术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ꎮ
本研究中ꎬ微创组一例围手术期二次手术就是因为

手术视野与正中开胸不同而误将下腔静脉开口封闭

而再次手术的ꎮ
一旦医生间克服了这种胸骨右侧 ４ 肋间直视微

创手术技术的学习曲线ꎬ手术时间将会大大减低ꎮ
直视微创手术因为其体外循环方式的便利和手术入

路的直接ꎬ手术医生将会与传统正中开胸手术同样

更快更好的完成手术ꎬ而且在建立和撤除体外循环

时间以及关胸时间上更短[１１]ꎮ 经我们的经验积累

说明ꎬ直视微创房间隔缺陷修补手术是安全ꎬ有效ꎬ
痛苦小ꎬ令患者在生活质量和经济上都受益的一种

手术技术ꎮ
本研究只配对分析了胸骨右侧第四肋间切口

入路手术ꎬ其只是微创心脏外科手术方法的一种ꎮ
对于房间隔缺损ꎬ现在广泛使用的微创治疗方法

有:①经皮导管穿刺或直视超声引导下伞堵ꎻ②胸

骨右侧第四肋间小切口直视微创体外循环手

术[１２] ꎻ③全胸腔镜体外循环手术ꎻ④机器人体外循

环手术[１３] ꎮ 对于患者来说ꎬ哪种手术方式更加适

合ꎬ有待于多中心的中长期随访结果的对比ꎬ以便

制定出基于治疗效果和经济因素的手术选择策

略ꎮ 另外本研究中把不停跳手术归于自动复跳类

别ꎬ因为有 ＣＯ２ 环境保护ꎬ自动复跳率有提高ꎬ但
微创手术体外循环和灌注方式与传统方式不同ꎬ
其心肌保护方面研究应该与传统手术做进一步前

瞻对比研究[１４￣１５] ꎮ

参考文献

[ １ ]　 Ｋａｇａｍｉ Ｍ. 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Ｌꎬ Ｈａｎｎａｎ ＪＯ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ｄｅｏ￣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ｓ￣
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ｉｎ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 ꎬ２０００ꎬ７０:７３０￣７３７.

[ ２ ] 　 ＭｃＣｌｕｒ ＲＳꎬＡｔｈａｎａｓｏｐｏｕｌｏｓ ＬＶꎬＭｃＧｕｒｋ Ｓꎬ ｅｔ ａｌ. Ｏｎ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ａｒｌ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ꎬ ｌａｔ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ꎬ ａｎｄ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ꎬ２０１３ꎬ１４５:１１９９￣１２０６.

[ ３ ] 　 Ｃａｓｔｒｏ ＮＪＶꎬ Ｍｅｌｏ Ｅꎬ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Ｊ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ｏｒ 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ｒｑ Ｂｒａｓ Ｃａｒｄｉｏｌ ꎬ２０１２ꎬ ９９: ６８１￣６８７.

[ ４ ] 　 许李力ꎬ尤斌ꎬ高峰ꎬ等. 直视微创心脏外科手术体外循环建

立的经验.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３２:５８６￣５８９.
[ ５ ] 　 Ｈａｉｒｓｔｏｎ ＰꎬＰａｒｋｅｒ ＥＦꎬ Ａｒｒａｎｔｓ ＪＥ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ｄｕｌｔ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ｎ Ｓｕｒｇ ꎬ１９７４ꎬ１７９: ７９９￣
８０４.

[ ６ ]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ＪＪꎬ Ｔｏｄｄ ＰＥ.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
Ｊ ꎬ２００９ꎬ１２: Ｓ２３０￣Ｓ２３４.

[ ７ ] 　 Ｇｌｏｗｅｒ ＤＤ ꎬＬａｎｄｏｌｆｏ ＫＰ ꎬ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ꎬｅｔ ａｌ.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Ｐｏｒ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 Ｅｕｒ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
ｒａｃ Ｓｕｒｇ ꎬ１９９８ꎬ(Ｓｕｐｐｌ １): Ｓ１４３￣Ｓ１４７.

[ ８ ] 　 Ｈｏｎｅｋ ＴꎬＳｐａｔｅｎｋａ ＪꎬＨａｊｅｋ Ｔ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ｎｉ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ｎ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ａ ｍｉｎｉ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Ｒｏｚｈｌ Ｃｈｉｒꎬ １９９６ꎬ７５: ２８６￣２８９.

[ ９ ] 　 Ｓｕｏｊａｒａｎｔａ ＹＲꎬＳａｌｍｅｎｐｅｒａ ＭＶꎬ Ｖｅｎｔｏ Ａꎬ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 ｃｏ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ｕｏｄｅｃｉｍ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２８:
９２９￣９３６.

[１０] 　 Ｍｅｎｋｉｓ ＡＨ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Ｃꎬ Ｃｈｅｎｇ ＤＣꎬｅｔ ａｌ. Ｄｒｕｇꎬ ｄｅｖｉｃｅｓꎬ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ｂｌｏｏ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
ｖａ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ａｒｄｉｏ￣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Ｓ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ꎬ７:２２９￣２４１.

[１１] 　 Ａｙｂｅｋ ＴＤꎬ Ｗｉｍｍｅｒ ＧＧꎬ Ｄｏｇａｎ Ｓ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ｍｉｔ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Ａｃｃ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ｃｌａｍｐ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Ｊ Ｃａｒｄ Ｓｕｒｇꎬ２０００ꎬ １５: ７６￣８１.

[１２] 　 Ｂｙｒｎｅ ＪＧꎬＡｄａｍｓ ＤＨꎬ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ＭＥꎬｅｔ ａｌ.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ｄｉ￣
ｒｅ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
ｏｌ ꎬ１９９９ꎬ８４: ９１９￣９２２.

[１３] 　 Ｔｏｒｒａｃｃａ ＬꎬＩｓｍｅｎｏ ＧꎬＡｌｆｉｅｒｉ Ｏꎬ ｅｔ ａｌ.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ｗｏ ｃａ￣
ｓｅｓ. 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Ｊꎬ２０００ꎬ １: ６９８￣７０１.

[１４] 　 高峰ꎬ 尤斌ꎬ 李平ꎬ等. 微创右前外小切口房间隔缺损修补术

３８ 例分析.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３ ꎬ３２: ３１２￣３１５.
[１５] 　 吴永涛ꎬ李磊ꎬ范祥明ꎬ等. １１２ 例经右外侧小切口下行房间隔

缺损修补术的体会.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３１:５４０￣５４１.

(２０１４￣０８￣０８ 收稿)

７７２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５ ０４ ００８

作者单位:１１００１６ 沈阳军区总医院 心血管外科

通信作者:王辉山ꎬ主任医师ꎬ研究方向:冠心病外科、心脏瓣膜病、先心病外科ꎮ Ｅ￣ｍａｉｌ:ｈｕｉｓｈａｎｗａｎｇ＠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临床论著

高龄患者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围术期的临床分析

张仁腾　 姜 辉　 王辉山　 杨忠路　 高 昊　 唐传乙

　 　 [摘要] 　 目的:比较 ７５ 岁以上与 ６５ 岁以下冠心病患者ꎬ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ＣＡＢＧ)的围术期疗效ꎮ 方法:回顾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５３ 例年龄 ７５ ~ ８５ 岁患者ꎬ及 ３３２ 例

６５ 岁以下于沈阳军区总医院心外科连续行限期 ＣＡＢＧ 的患者ꎮ 对比、分析上述两组患者的术前临床资

料、手术时间、围术期并发症、住院时间及术后结果等围术期临床参数ꎮ 结果:高龄患者术前合并二尖瓣

或主动脉瓣轻度关闭不全、陈旧性肺部病变及缺血性脑部病变的比例明显高于低龄组ꎻ冠状动脉靶血管

吻合时间、术中缩血管活性药物用量高龄组明显高于低龄组ꎻ术后心律失常、呼吸功能不全、胃肠功能紊

乱、短期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的发生率ꎬ高龄组明显高于低龄组ꎻ术后住院时间高龄组明显高于低龄组ꎻ
两组围术期病死率无明显差异ꎮ 结论:对于高龄患者ꎬＣＡＢＧ 疗效满意ꎻ但高龄患者心脏耐受手术刺激的

能力差ꎬ术中对麻醉要求高ꎻ术后心律失常及外周重要脏器功能紊乱为影响高龄患者术后恢复较为突出

的因素ꎬ围术期应采取更为积极的观念和应对策略ꎮ
[关键词] 　 冠状动脉疾病ꎻ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ꎻ围术期ꎻ并发症ꎻ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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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社会的来临ꎬ高龄患

者愈来愈常见ꎮ 许多高龄患者的冠状动脉状况严

重ꎬ需行外科手术干预ꎮ 较之年轻人ꎬ高龄冠心病患

者更多年老体弱、合并多脏器慢性病变ꎮ 因此ꎬ外科

手术创伤是对于高龄患者更加严峻的考验ꎮ 我们分

析比较近 ８ 个月来ꎬ ７５ 岁以上与 ６５ 岁以下冠心病

患者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的
围术期参数ꎬ以总结经验ꎬ提高疗效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沈阳

军区总医院心外科连续对 ５３ 例 ７５ ~ ８５ 岁ꎬ及 ３３２
例 ６５ 岁以下患者行 ＣＡＢＧ 术ꎮ 心脏主要病变均为

３ 支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伴左主干狭窄ꎬ症状主要

为不稳定性心绞痛或伴心肌梗死ꎻ个别患者合并不

同脏器慢性病变ꎮ 均为首次开胸ꎬ均为限期手术ꎮ
血管桥采用左乳内动脉、大隐静脉ꎮ 两组患者术前

临床资料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的术前临床资料[ｘ ± ｓꎬｎ(％ )]

项目
低龄组

(ｎ ＝３３２)
高龄组

(ｎ ＝５３)
Ｐ 值

年龄 /岁 ５９ ２ ± ６ １ ７９ １ ± ４ １ < ０ ０１
女性患者 １０１(３０ ４) ２０(３７ ７) ０ ４０
左主干狭窄 >５０％ ８０(２４ １) １５(２８ ３) ０ ４９
急性心肌梗死 ９８(２９ ５) １８(３４ ０) ０ ４８
左心室射血分数

　 ０ ３５ ~ ０ ４０ ８(２ ４) １(１ ９) ０ ４５
　 ０ ４０ ~ ０ ５０ ６２(１８ ７) １０(１８ ９) ０ ８０
　 > ０ ５０ ２６２(７８ ９) ４２(７９ ２) ０ ８９
轻度二尖瓣或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９１(２７ ４) ２５(４７ ２) < ０ ０５
心功能分级(ＮＹＨＡ)
　 Ⅱ ２３０(６９ ３) ３４(６４ ２) ０ ６４
　 Ⅲ １０２(３０ ７) １９(３５ ８) ０ ５１
陈旧性脑梗死 ５０(１５ １) １５(２８ ３) < ０ ０５
陈旧性肺部疾病 ８５(２５ ６) ２２(４１ ５) < ０ ０５
高血压病史 １８５(５５ ７) ２８(５２ ８) ０ ７４
糖尿病史 １１２(３３ ７) １５(２８ ３) ０ ５３
明显颈动脉斑块 １０８(３２ ５) １６(３０ ２) ０ ６７
慢性肾功能不全 １４(４ ２) ３(５ ７) ０ ３５
慢性胃肠功能紊乱 ５５(１６ ６) １３(２４ ５) ０ １３

　 　 ２. 手术方法　 手术均在静脉复合全身麻醉下施

行ꎬ所有患者均采用胸骨正中切口径路入胸ꎬ直视下

获取左侧乳内动脉、大隐静脉ꎬ两组左乳内动脉使用

率均为 １００％ ꎬ均以左侧乳内动脉吻合左前降支ꎻ大
隐静脉吻合其他分支ꎮ 全身肝素化后ꎬ根据靶血管

部位ꎬ悬吊心脏并调整体位ꎬ以 Ｏｃｔｏｐｕｓ Ⅳ 固定器作

为靶血管手术局部固定装置ꎬ先吻合前降支ꎬ再吻合

对角支、钝缘支ꎬ最后吻合右冠状动脉系统ꎮ 除极少

数对维持心脏供血有绝对地位的靶血管采用血管分

流栓制造无血术野ꎬ其余绝大部分靶血管采用近端

阻断制造无血术野ꎮ 手术过程中以容量补给、调节

体位、心血管活性药物应用(常用硝酸异山梨酯、去
甲肾上腺素及艾司洛尔等)、调节麻醉深度等方式

保持循环状况稳定ꎬ如循环状况难以维持稳定ꎬ术中

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ＩＡＢＰ)辅助ꎮ 所有患者均

未使用序贯吻合ꎮ
３. 围术期处理　 术前短期常规给予适当扩冠、

抗凝、减轻心肌耗氧或适当调整心功能ꎬ对症治疗ꎮ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ꎬ待血肌钙蛋白(ＴＮＴ)水平接近

正常时手术ꎮ 术前在常规调整措施的情况下ꎬ患者

心脏循环状况仍不稳定者ꎬ给予 ＩＡＢＰ 辅助ꎮ 所有

患者自手术室返回监护室后给予持续心电监护ꎬ持
续机械辅助通气ꎮ 术后在保证血容量的情况下ꎬ部
分患者短期( < ２４ 小时)内应用小剂量多巴胺或去

甲肾上腺素ꎬ若短时间内循环状况仍不稳定者ꎬ考虑

与心功能不佳有关ꎬ增大心血管活性药物剂量ꎬ或应

用 ＩＡＢＰ 辅助ꎮ 停止机械辅助通气指征:患者意识

清楚、肌力恢复、循环状况稳定及自主呼吸满意ꎮ 生

命体征相对稳定后ꎬ转入普通病房[１]ꎮ
４. 观察指标和方法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围术

期状况(如手术时程、术中心血管活性药物用量、辅
助通气时间、重症监护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病死率

等)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如术后心功能不全、心肌

缺血、心律失常、其他重要脏器并发症等)ꎮ
５. 统计学分析: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处理ꎮ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ꎬ两组间比较采

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ｓ 确切概率法ꎻ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两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结　 果

高龄患者术前合并二尖瓣或主动脉瓣中度以下

关闭不全、陈旧性肺部病变、缺血性脑部病变的比例

明显高于低龄组ꎬ胃肠道功能紊乱的比例高龄组相

对较高ꎬ其他重要术前变量两组间无明显差异ꎮ
冠状动脉靶血管吻合时间、术中缩血管活性药

物用量高龄组明显高于低龄组ꎻ术后心房颤动发生

率、术后气管插管时间及再次机械辅助通气比例、胃
肠功能紊乱、短期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的发生率ꎬ高
龄组明显高于低龄组ꎻ术后住院时间高龄组明显高

于低龄组ꎮ 高龄组 １ 例死亡ꎬ原因为术后长期气管

插管致肺部感染ꎻ低龄组 ５ 例死亡原因分别为 １ 例

９７２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右心功能衰竭ꎬ２ 例低心排出是综合征(低心排)ꎬ１
例恶性心律失常ꎬ１ 例长期气管插管致肺部感染ꎮ
两组围术期病死率无明显差异(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患者术中或术后指标比较[ｘ ± ｓꎬｎ(％ )]

围术期指标
低龄组

(ｎ ＝３３２)
高龄组

(ｎ ＝５３)
Ｐ 值

手术时间 /小时 ３ ２ ± ０ ９ ３ ４ ± １ １ ０ ６２
桥血管数 ３ ３ ± ０ ７０ ３ ２ ± ０ ７５ ０ ７９
左冠状动脉桥血管数 ２ ３ ± ０ ５２ ２ ２ ± ０ ５１ ０ ７４
右冠状动脉桥血管数 ０ ９ ± ０ ２１ １ ０ ± ０ ２３ ０ ６５
吻合前降支耗时 /分钟 ４ ７ ± ２ ２１ ５ ２ ± ２ ５１ ０ ４５
吻合钝缘支或右冠状动脉耗时 /分钟 ７ １ ± ３ ２２ ９ ９ ± ４ ５０ < ０ ０５
术中去甲肾上腺素用量 / ｍｇ ０ １２ ± ０ ０４ ０ ２７ ± ０ １５ < ０ ０１
术后 ２４ 小时引流量 / ｍＬ ５２５ ０ ± ２８０ ０ ５７０ ０ ± ２９６ ０ ０ ６８
首次气管插管时间 /小时 ６ １ ± ４ ８ １０ ４ ± ６ ８　 < ０ ０５
重症监护时间 /小时 ２３ １ ± ９ ０　 ３０ ４ ± １１ ２　 ０ ３２
术后新增 ＩＡＢＰ 例数 　 １８(５ ４) 　 ３(５ ７) ０ ７２
术后心功能不全 ３３(９ ９) ７(１３ ２) ０ ２５
再次机械辅助通气 ３(０ ９) ４(７ ５) < ０ ０１
术后阵发性心房颤动 ４０(１２ ０) １６(３０ ２) < ０ ０１
胃肠功能失调 ６(１ ８) ９(１６ ９) < ０ ０１
肾功能不全 ８(２ ４) ５(９ ４) < ０ ０５
脑梗死或脑出血 ４(１ ２０) １(１ ８９) ０ １５
术后住院时间 /天 ７ ７ ± ４ ３ １２ ２ ± ７ ０ < ０ ０５
围术期病死率 ５(１ ５１) １(１ ８９) ０ ２７

讨　 论

较之年轻人ꎬ高龄患者更可能存在多器官功能

减退ꎬ如慢性阻塞性肺病、陈旧性脑梗死或脑出血、
消化功能减退、全身性粥样斑块形成、慢性心肌损害

(如合并多种心律失常)及心脏瓣膜病变ꎮ 加之高

龄致体质衰弱ꎬ手术的耐受性明显降低ꎮ 因此ꎬ相对

年轻患者ꎬ手术创伤对高龄患者是巨大的挑战[２]ꎮ
本研究中数据亦能体现高龄患者更可能存在多脏器

慢性病变ꎮ
较之低龄组ꎬ本研究中高龄患者手术时间无明

显延长ꎬ再血管化满意ꎬ患者围术期出血不多ꎬ围术

期心功能不全及脑血管意外发生率无明显升高ꎬ重
症监护时间无明显延长ꎬ围术期病死率无明显升高ꎮ
总体ꎬ本研究中高龄患者的手术效果及围术期恢复

过程满意ꎮ 良好的效果可能与如下因素有关ꎮ
第一ꎬ完善的术前评估及有针对性的调整ꎮ 术

前调整尽量改善患者心肌氧供需平衡及心脏功能ꎬ
增加患者手术耐受力ꎮ 对于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

者ꎬ术前适当抗炎、化痰ꎬ鼓励练习咳嗽及锻炼呼吸

功能ꎮ 对于双侧颈部动脉严重斑块形成并狭窄者ꎬ
可考虑先行颈内动脉支架治疗[３￣４]ꎮ

第二ꎬＣＡＢＧ 需要娴熟的手术技术及麻醉管

理[５￣６]ꎬ尤其对于心脏耐受力相对较差的高龄患者ꎮ
心脏压迫及靶血管阻断期间ꎬ通过恰当的容量管理、
体位改变和心血管活性药物调整ꎬ在维持足够高的

血压以保证心脑等重要脏器供血的同时ꎬ应尽量避

免心肌耗氧增加及循环状况恶化ꎻ在短时间常规调

整不满意或预判心脏不耐受的情况下ꎬ积极应用

ＩＡＢＰ 辅助或体外循环[７]ꎻ根据情况适当采用缺血预

适应的方法ꎬ增强心肌对短时缺血及压迫的耐

受[８￣９]ꎮ 第三ꎬ较之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ꎬ
ＣＡＢＧ 避免了体外循环非生理血流及炎症反应对全

身各脏器的损害[１０￣１３]ꎬ这对于高龄患者应具有更明

显的意义ꎮ 相对而言ꎬ心脏耐受力、围术期心律失

常、呼吸功能不全、胃肠功能紊乱及肾功能不全可能

为影响高龄患者术后恢复较为突出的因素ꎮ
术中靶血管吻合时ꎬ对心脏的压迫易导致心排

量下降及血压下降ꎬ为维持足够的血压以保证心脑

等重要脏器供血ꎬ需要体位调整以及短期增加缩血

管活性药物的用量ꎮ 较之低龄患者ꎬ高龄患者术中

靶血管吻合时间及去甲肾上腺素等血管活性药物用

量明显增加ꎬ反应了高龄患者心脏对手术刺激的耐

受力差ꎬ需要更复杂的药物调整过程ꎮ 术后高龄患

者心房颤动等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低龄组ꎬ
且我们观察高龄患者术后心房颤动所需要的调整时

间明显长于低龄患者ꎬ这也反映了高龄患者心脏对

手术创伤的耐受力差ꎮ 心房颤动可能是术后高龄患

者住院时间明显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１４]ꎮ
较之低龄患者ꎬ高龄患者更易合并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ꎬ麻醉药物代谢慢ꎬ免疫力及体力不佳ꎬ术后

卧床时间可能长ꎬ术后痰液更黏稠ꎬ更易蓄积[１５]ꎮ
上述原因可能更易导致术后清醒慢、肺不张及肺部

感染ꎬ从而导致术后气管插管时间延长或再次机械

辅助呼吸ꎮ 该组 ４ 例再次呼吸机辅助通气患者包括

３ 例因咳痰不佳肺不张或肺部感染再次气管插管ꎬ１
例因自主呼吸乏力采用间断无创通气ꎮ

高龄患者相对脆弱的呼吸功能ꎬ除了要求更加

细心的术前调整ꎬ及术后呼吸道管理(如吸痰、翻身

及扣背等)ꎬ术后在意识清楚、无明显心功能不全、
体力尚可的情况下ꎬ早期拔出气管插管、脱离呼吸机

辅助ꎬ可能是更为重要的理念ꎮ 早期拔出气管插管

不仅有利于自主咳嗽、充分体位引流、避免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ꎻ而且ꎬ有利于患者早期活动ꎬ促进全身其

他脏器功能恢复ꎮ 本组 ５３ 例高龄患者ꎬ８５％的患者

手术当天即拔出气管插管并于术后次日搬出监

护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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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功能紊乱是高龄患者术后另一个较为突

出的问题ꎮ 胃肠功能紊乱以腹胀和纳差较为常

见ꎮ 胃肠功能紊乱明显影响患者营养摄入ꎬ造成

患者体质衰弱、长期卧床ꎬ易并发坠积性肺炎ꎬ或
导致食管反流、误吸ꎬ造成恶性循环ꎮ 胃肠功能紊

乱易发于术前有胃肠道病史(如便秘)及体质衰弱

长期卧床患者ꎬ也与手术过程有关ꎮ 外科创伤刺

激、炎症因子、术中心脏压迫导致外周循环低灌注

以及过量缩血管药物的应用都能导致消化道黏膜

缺血、损伤及功能紊乱[１０] ꎮ 对于许多高龄患者ꎬ术
后近期胃肠功能的调节及营养支持必不可少ꎮ 给

予谷氨酰胺、胃肠动力药物、腹部按摩等措施促进

消化道黏膜生长及改善胃肠蠕动ꎻ鼓励早期下地

活动ꎻ适当加用针灸ꎻ术后早期不同程度加用静脉

营养支持等措施ꎬ可有助高龄患者渡过创伤期ꎬ改
善胃肠功能及营养状况ꎮ

高龄患者术后肾功能不全比例高于低龄患者ꎬ
主要体现在术后肌酐短期升高ꎬ尿量未受明显影响ꎮ
这可能反映了高龄患者肾脏对手术耐受力下降ꎬ亦
可能与术中心脏压迫导致外周循环低灌注以及过量

缩血管药物的应用有关ꎮ 术后适当应用肾脏保护药

物ꎬ并保证充分的容量补给ꎬ绝大部分患者肾功能恢

复ꎬ无需肾脏替代治疗ꎮ
总体来看ꎬＣＡＢＧ 对于高龄患者安全、有效ꎬ术

后恢复过程满意[１６]ꎻ相对而言ꎬ心脏耐受手术刺激

的能力差ꎬ术后心律失常及外周重要脏器功能紊乱

为影响高龄患者术后恢复较为突出的因素ꎬ上述情

况可能导致高龄患者术后相对较长的住院时间ꎮ 对

高龄患者ꎬ术中需要更仔细的麻醉管理和措施ꎬ慎重

应用血管活性药物ꎬ必要时及时采用 ＩＡＢＰ 辅助或

体外循环并行ꎻ术前、术后应采取更为积极和有针对

性的预防和应对策略[１７￣１８]ꎮ

参考文献

[ １ ]　 张仁腾ꎬ姜辉ꎬ王辉山ꎬ等. 桡动脉桥血管应用于冠状动脉旁

路移植术的围术期疗效分析.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ꎬ
２０１３ꎬ１０:５３８￣５４１.

[ ２ ] 　 Ｋａｍｉｙａ Ｈꎬ Ｔａｎｚｅｅｍ Ｎꎬ Ａｋｈｙａｒｉ Ｐ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ｏｖｅｒ ８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 ꎬ２０１３ꎬ
７:１￣７.

[ ３ ] 　 Ｈｉｋｍｅｔ ＩꎬＳｕａｔ Ｂ.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ｄ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８￣１４.

[ ４ ] 　 Ｓｉｍｉｎｅｌａｋｉｓ Ｓ１ꎬ Ｋｏｔｓａｎｔｉ Ａꎬ Ｓｉａｆａｋａｓ Ｍꎬ ｅｔ ａｌ.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０９ꎬ１１ :８２３￣８２６.

[ ５ ] 　 廖远强ꎬ吴德华ꎬ潘楚雄. 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麻

醉处理. 四川医学ꎬ２００８ꎬ３:２７７￣２７８.
[ ６ ] 　 王嵘ꎬ李立环.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病理生理

与麻醉处理. 临床麻醉学杂志ꎬ２００８ꎬ３:２６９￣２７１.
[ ７ ] 　 张南滨ꎬ汪曾炜ꎬ王辉山ꎬ等. 重症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围

手术期 ＩＡＢＰ 的临床应用.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０６ꎬ２５:２４２￣
２４３.

[ ８ ] 　 邓勇志ꎬ孙宗全ꎬ马捷ꎬ等. 局部缺血预处理在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中对右心功能的影响. 山西医科大学学ꎬ２００４ꎬ８:３６３￣
３６６.

[ ９ ] 　 Ｌａｕｒｉｋｋａ ＪꎬＷｕ ＺＫꎬＩｉｓａｌｏ 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
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Ｃｈｅｓｔꎬ２００２ꎬ１２１:１１８３￣１１８９.

[１０] 　 董国华. 体外循环相关消化系统损伤与保护. 心血管外科杂

志(电子版)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７.
[１１] 　 Ｂｉｅｒｂａｃｈ Ｂꎬ Ｂｏｍｂｅｒｇ Ｈꎬ Ｐｒｉｔｚｅｒ Ｈꎬ ｅｔ ａｌ.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

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４ꎬ１８:７１７￣７２６.

[１２] 　 Ｖａｎ Ｂｏｖｅｎ ＷＪꎬ Ｇｅｒｒｉｔｓｅｎ ＷＢꎬ Ｄｒｉｅｓｓｅｎ Ａ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ｎｉｍｉｓｅｄ
ｃｌｏｓ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ｓ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 ｐ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Ｅｕｒ Ｊ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３０:６８５￣
６９４.

[１３]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Ｃꎬ Ｆｅｎｅｃｋ ＲＯꎬ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 Ｊ.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ｎ￣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ｓｕｒｇｅｒ￣
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ａ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 Ｃａｒｄｉｏ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６: ６２１￣６２７.

[１４] 　 Ｍａｍｏｕｎ ＮＦ１ꎬ Ｘｕ Ｍꎬ Ｓｅｓｓｌｅｒ ＤＩ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２００８ꎬ８５: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

[１５] 　 王怀斌ꎬ甄文俊ꎬ欧阳小康ꎬ等. 老年患者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围手术期肺氧合指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

志ꎬ２０１３ꎬ９:５５０￣５５１.
[１６] 　 Ｍａｍｏｕｎ ＮＦꎬ Ｘｕ Ｍꎬ Ｓｅｓｓｌｅｒ ＤＩ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２００８ꎬ８５:１９７４￣
１９７９.

[１７] 　 Ｎｉｃｏｌｉｎｉ Ｆꎬ Ｍｏｌａｒｄｉ Ａꎬ Ｖｅｒｄｉｃｈｉｚｚｏ Ｄ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ｕｒ￣
ｇｅｒｙ ｉｎ ｏｃｔｏｇｅｎａｒｉａｎ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ｅａｒｔ Ｖｅｓｓｅｌｓꎬ ２０１２ꎬ２７:５５９￣５６７.

[１８] 　 刘锐ꎬ顾承雄ꎬ汪川ꎬ等. 高龄患者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 ２００ 例临床体会.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３２:５８０￣
５８２.

(２０１４￣０８￣２７ 收稿)

１８２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５ ０４ ００９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心脏外科(吴松 万峰 张喆 赵

鸿 崔仲奇 解基严)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小儿心脏外科

(刘迎龙 李志强 范祥明)
通信作者:吴松ꎬ主治医师ꎬ博士ꎬ研究方向:心脏外科基础与临床ꎬ
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和冠心病的外科治疗ꎮ Ｅ￣ｍａｉｌ:ｄｒｗｕｓｏｎｇ＠
１６３. ｃｏｍ

临床论著

婴儿发绀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行双向
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的临床分析

吴 松　 万 峰　 张 喆　 刘迎龙　 李志强　 范祥明　 赵 鸿　 崔仲奇　 解基严

　 　 [摘要] 　 目的:总结婴儿发绀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患儿ꎬ行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

病例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ꎮ 方法: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３６ 例单心室、肺动脉闭锁等复杂先心

病畸形患者均接受了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ꎮ 其中体外循环下 ８ 例ꎬ非体外循环下 ２８ 例ꎮ 男性 ２４
例ꎬ女性 １２ 例ꎮ 平均年龄(０ ６６ ± ０ ２１)岁ꎬ体表面积(０ １６ ± ０ ０５)ｍ２ꎬ 经皮血氧饱和度(７３ ± ９)％ ꎬ术
前肺动脉压(１２ １９ ± ３ ６８)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ꎮ 结果:手术死亡 ２ 例ꎬ术后出现并发症 ５ 例(胸
腔积液 ４ 例ꎬ乳糜胸 １ 例)ꎮ 术后肺动脉压(１７ ７４ ± ３ ６２)ｍｍＨｇꎬ经皮血氧饱和度(８４ ± １６)％ ꎬ手术时间

(１７３ ５５ ± ４２ １６)分钟ꎮ 结论:对于 １ 岁以内的婴儿发绀型复杂先心病患儿ꎬ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

术是一种简单、可靠的手术方式ꎮ 对于难以解剖根治或 Ｉ 期 Ｆｏｎｔａｎ 手术的发绀类肺血少复杂先心病患

儿ꎬ此手术可缓解患儿的缺氧状况以及改善肺血管发育ꎬ为以后手术创造了机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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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ｎ ｖｅｎａ ｃａｖ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ａｓ(１７ ７４ ± ３ ６２)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ｍ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ａｔｕｒａ￣
ｔｉｏｎ ｗａｓ(８４ ± １６)％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Ｇｌｅｎｎ ｓｈｕ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ｅｎ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ｓ ｏｆ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ｎ ｉｎｆａ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 ｖｅｓｓｅ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ｗｈｏｍ ｃａｎ’ｔ ｇｅｔ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ａｎｔꎻ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ｅｎ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随着小儿心脏外科手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ꎬ 很多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得以解剖根治或

一期生理矫治ꎮ 但对于难于一期生理矫治的部分肺

血减少型的复杂先心病病例ꎬ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

吻合术依然是一种有效的、安全的姑息治疗术式ꎮ
特别是对于各系统发育不完善的ꎬ１ 岁以内的肺血

少发绀型复杂先心病患儿ꎬ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

合术可以改善患儿的缺氧状况ꎬ改善肺血管发育ꎬ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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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各系统发育完善赢得时间ꎬ提高患儿的手术耐

受程度ꎬ为争取二次手术创造了条件ꎬ现将我中心近

年来相关的病例总结报告如下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单心

室、肺动脉闭锁、右心发育不良等复杂先心病畸形

３６ 例ꎬ平均年龄(０ ６７ ± ０ ２１)岁ꎬ平均体质量(７ ５５
± ３ １２)ｋｇꎬ经皮血氧饱和度(７３ ± ９)％ ꎬ体表面积

(０ １６ ± ０ ０５)ｍ２ꎮ 术前经胸 Ｘ 线片ꎬ超声心动图及

心血管造影等检查明确诊断ꎮ 心内主要畸形包括:
单心室 １０ 例ꎬ肺动脉闭锁(ＰＡＡ)合并右心室发育不

良 ８ 例ꎬ三尖瓣闭锁 ( ＴＡ) ４ 例ꎬ右心室双出口

(ＤＯＲＶ)合并右心室发育不良 ４ 例ꎬ合并左心室发

育不良 ２ 例ꎬ大动脉转位(ＴＧＡ)６ 例ꎬ完全型心内膜

垫缺损(ＥＣＤ)合并右心室双出口 ２ 例ꎬ３３ 患儿合并

肺动脉狭窄ꎮ
２. 方法:患儿采用气管插管复合麻醉ꎬ仰卧位ꎬ

正中切口开胸ꎬ探查右心室大小、肺动脉发育情况ꎮ
２８ 例常温非体外循环下手术ꎬ肺动脉测压ꎬ游离上

腔静脉及右心耳插管建立临时转流ꎬ阻断上腔静脉ꎬ
近心端缝闭ꎬ远心端与右肺动脉行端侧吻合ꎬ前壁用

自体心包片加宽ꎮ 开放肺动脉及上腔静脉ꎬ拔除临

时转流管ꎬ肺动脉测压ꎮ 合并永存左上腔静脉 ９ 例ꎬ
分别试阻双侧上腔静脉后上腔静脉压无明显升高或

升高不超过 ３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证明左、
右上腔静脉有交通ꎬ可直接阻断右上腔静脉ꎬ进行肺

动脉吻合ꎬ并根据右侧腔肺动脉吻合后肺动脉平均

压上升程度决定是否行双侧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

合术ꎮ ８ 例在低温体外循环下ꎬ因探查心内结构不

适合行根治手术ꎬ遂改行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

术ꎮ 在右肺动脉水平横断上腔静脉ꎬ其近心端切口

缝闭ꎬ剖开右肺动脉ꎬ行上腔静脉肺动脉端侧吻合

术ꎮ 有 ５ 例患儿因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毕静

脉压偏高ꎬ而结扎未闭动脉导管ꎮ
３. 随访:随访采用门诊复诊、电话和邮件随访的

方法ꎮ 随访率 ９０ ５％ ꎬ平均随访(３ ４２ ± １ １６)年ꎮ
所有患者无死亡及再次手术ꎬ３ 例患者术后 ６ 个月

门诊随诊发现右侧胸腔少到中量胸腔积液ꎬ经加强

利尿治疗后好转ꎮ
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ＡＳ 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处

理ꎮ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

位数(Ｍ)及四分位数间距(Ｐ２５ Ｐ７５ )表示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１　 两组双向 ｇｌｅｎｎ 手术结果比较[(ｘ ± ｓ)ꎬＭ(ＱＲ)]

项目
常温

非体外循环

低温

体外循环

Ｐ 值

( ｔ ｏｒ χ２ 值)
呼吸机辅助时间 /小时 １８(８ꎬ３０ ５) ６７ ３７ ± ２５ ４６ < ０ ０００１( － ６ ５８)
术后引流液量 / ｍＬ １９０ １８ ± ４１ ４１ ２６２ ５８ ± ３４ ７７ ０ ０１７７( － ２ ９８)
术后 ＩＣＵ 时间 /天 １ ５０ ± ０ ５６ ３ ２ ± １ ０９ ０ ０１３５( － ３ １６)

结　 果

全组手术死亡 ２ 例ꎬ１ 例为术后肺动脉压力高ꎬ
经多次调整无效后改行体肺分流手术ꎬ因体外循环

时间长达 ５ 小时 ２５ 分钟ꎬ术后顽固性低氧血症ꎬ并
于术后 ６ 小时死于循环衰竭ꎮ １ 例因呼吸衰竭于术

后 ２３ 天死亡ꎮ 术后并发症 ５ 例ꎬ其中大量胸腔积液

４ 例ꎬ乳糜胸 １ 例ꎮ 手术时间(１７３ ５５ ± ４２ １６)分

钟ꎬ术前肺动脉压(１２ １９ ± ３ ６８)ｍｍＨｇꎬ术后肺动

脉压(１７ ７４ ± ３ ６２) ｍｍＨｇꎬ术后氧饱和度由术前

(７３ ± ９)％ ꎬ提高至(８４ ± １６)％ ꎮ 术后早期使用血

管活性药物情况:９ 例使用肾上腺素ꎬ１７ 例使用多巴

胺ꎬ４ 例使用米力农ꎮ 所有患者术后均口服阿司匹

林(２ ７ ± １ ０２)ｍｇ / ｋｇꎮ 平均术后住院时间 ２４ 天ꎮ
非体外循环手术在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术后引流

量和 ＩＣＵ 时间均较体外循环手术有明显改善ꎮ

讨　 论

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能分流低氧饱和度

血到肺循环ꎬ增加有效的肺血流ꎬ改善肺血管发育ꎬ
使术后血氧饱和度大幅度提高ꎬ同时体静脉回流的

１ / ３ 分流入肺ꎬ可以减轻心脏的容量负荷[１￣２]ꎬ减少

心脏做功ꎬ为全腔肺动脉连接或 Ｆｏｎｔａｎ 手术创造了

条件ꎬ有利于提高生存质量ꎬ已成为治疗肺血少发绀

型先心病的常用术式[３]ꎮ
１. 手术指征: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危险

因素主要包括肺动脉阻力 > ４ ｗｏｏｄ、肺动脉压力 >
１８ｍｍＨｇꎮ 肺动脉阻力和压力指标往往是能否手术

的关键ꎮ １ 岁内(尤其 ６ 个月内)的婴幼儿因为生理

因素肺动脉压力较高ꎬ给术者对病情的判断带来干

扰ꎬ使手术风险加大ꎮ
本组病例均在开胸后血流动力学稳定时ꎬ应用

测压针直接测量肺动脉压力以决定能否手术ꎮ 本组

３６ 例肺动脉测压均符合上述标准ꎬ完成上腔静脉肺

动脉端侧吻合后ꎬ术后上腔静脉压力测量结果显示ꎬ
压力无显著增高(１７ ７４ ± ３ ６２) ｍｍＨｇꎮ 本组病例

术后无显著的上腔静脉综合征症状出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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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患儿年龄小且术前超声均提示肺动脉压力不

高ꎬ本组病例没有常规心导管测量术前肺阻力ꎮ 目

前国外研究报道[４] 认为ꎬ对肺阻力≥３ ５ Ｗｏｏｄｓ 单

位的患儿ꎬ只要是吸纯氧时肺阻力≤３ ５ Ｗｏｏｄｓ 单

位ꎬ其手术也是安全的ꎮ
因为 １ 岁以内的患儿肺血管发育差的比例较

高ꎬ如果术中发现肺血管发育差、肺动脉测压结果不

满意的患儿应及时调整手术方案ꎮ 对肺血管发育差

的患儿应及时改行体肺分流手术ꎮ 本组中 １ 例患儿

体外循环下行双侧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后肺

动脉压力高ꎬ经调整吻合口大小无改善ꎬ改行体肺分

流术ꎬ体外循环时间 ３２５ 分钟ꎬ术后低氧血症ꎬ循环

衰竭死亡ꎮ
２. 非体外循环技术的应用:体外循环过程中ꎬ大

量炎性介质的激活和释放ꎬ使肺毛细血管渗透性增

加ꎬ肺间质水肿ꎬ肺血管阻力增高ꎬ从而使腔肺动脉

吻合后肺血流减少ꎮ 非体外循环下双向上腔静脉肺

动脉吻合术ꎬ避免了体外循环对机体的损伤ꎬ减轻体

外循环后肺血管阻力增加和手术并发症的发生ꎮ 目

前国内外的文献[５￣６] 认为ꎬ采用非体外循环方法能

有效减轻体外循环的不利影响ꎬ并且对患儿术后的

恢复更为有利ꎮ
本组病例中ꎬ８ 例因为术中心内探查后认为不

适合行根治术ꎬ改行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ꎬ因
此在体外循环下完成手术ꎮ 非体外循环下行双向上

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手术患儿ꎬ术后呼吸机辅助时

间、术后 ＩＣＵ 时间以及术后心包、纵隔引流液等指

标均优于体外循环下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

组ꎮ 本组结果显示ꎬ体外手术病例手术后肺动脉压

力上升 ４(３ꎬ５ ５)ｍｍＨｇ 较非体外手术病例 ７(５ ５ꎬ
１３ ５)ｍｍＨｇ 有显著增高(Ｐ ＝ ０ ０１３)ꎮ 尽管本组病

例数尚少ꎬ但仍能从趋势上面反映出体外循环对肺

动脉压力上升的影响ꎮ 因此对 < １ 岁婴幼儿尽量采

用非体外方法行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ꎬ以减

低术后肺动脉压力的上升和肺阻力的增加ꎮ
３. 终末手术选择:目前行 Ｆｏｎｔａｎ 手术的年龄为

３ 岁以上ꎬ而对年龄 < １ 岁ꎬ体质量小暂时无法或不

宜行生理矫治的功能性单心室患儿往往需尽早手术

以提高血氧饱和度、改善血流动力学条件ꎮ 双向上

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作为阶段性姑息手术的主要手

术方法ꎬ目前被广泛采用[４￣６]ꎬ本组 ３６ 例患儿术后经

皮血氧饱和度显著提高ꎮ

在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后患儿合并存在

的高危因素(房室瓣反流ꎬ肺静脉畸形引流ꎬ心功能

差等)不能有效消除时ꎬ该手术也可作为终末手术ꎮ
本组患儿中(３ 例)具有一或多项不宜生理矫治的高

危因素ꎬ行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后随访观察ꎬ
合并存在高危因素无改善ꎬ患儿一般情况均良好ꎬ经
皮血氧饱和度均显著提高ꎮ

１ 岁以内肺血少发绀型复杂先心病患儿血氧饱

和度低ꎬ各器官发育不成熟ꎬ耐受手术能力低ꎬ在符

合手术适应征条件下选择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

术可以减低患儿心脏负荷ꎬ保护患儿心功能ꎬ促进肺

血管发育[７￣９]ꎮ 此手术能有效地提高患儿血氧饱和

度ꎬ利于全身各系统器官发育、成熟ꎬ是一种简单、可
靠的手术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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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３ ５ ｗｏｏｄｓ ｕｎｉ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 ３ ５ ｗｏｏｄｓ ｕｎｉｔｓ. 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１０２:９０７￣９１２.

[ ４ ] 　 Ｌｉｕ Ｊꎬ Ｌｕ Ｙꎬ Ｃｈｅｎ Ｈ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ｅｎ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０４ꎬ７７:１３４９￣
１３５２.

[ ５ ]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ＳＴꎬ Ｂｈａｎ Ａꎬ Ｓａｐｒａ 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ｖｏ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 (Ｇｌｅｎｎ) ｓｈｕ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ｉｓ ｉｔ ａ
ｓａｆ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２００７ꎬ６:７７￣８２.

[ ６ ]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ＥＡꎬ Ｅｌ Ｍｉｄａｎｙ ＡＡꎬ Ｚａｌａｔ Ｍ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ｖ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２０１３ꎬ１６:６４９￣６５３.

[ ７ ] 　 Ｃｌｅｕｚｉｏｕ Ｊꎬ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 Ｃꎬ Ｃｏｒｎｅｌｓｅｎ ＪＫ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ｖ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Ｅｕｒ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０８ꎬ３４:５５６￣５６１.

[ ８ ] 　 Ｐｅｔｒｕｃｃｉ Ｏꎬ Ｋｈｏｕｒｙ ＰＲꎬ Ｍａｎｎｉｎｇ ＰＢꎬ ｅｔ 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ｅｎ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ａｇｅ.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ꎬ２０１０ꎬ１３９:５６２￣５６８.

[ ９ ] 　 李志强ꎬ殷劲ꎬ朱耀斌ꎬ等. 分流术结合介入治疗分期根治肺

动脉发育不良型重症法洛四联症.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４ꎬ
３３:１７７￣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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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支气管结核７８ 例外科治疗分析

刘福升　 徐建华　 宫理达　 陈 震

　 　 [摘要] 　 目的:介绍药物及介入治疗不愈的支气管结核的外科治疗经验ꎮ 方法:对 ７８ 例诊断明确

的支气管内膜结核ꎬ且造成支气管狭窄或肺不张的患者进行外科治疗ꎬ术前规则抗结核治疗 ６ 个月以

上ꎬ术后继续抗结核治疗 ９ ~ １２ 个月ꎮ 其中全肺切除 １２ 例ꎬ肺叶切除 ５８ 例ꎬ袖状肺叶切除 ８ 例ꎮ 结果:
７８ 例患者均治愈ꎬ无手术死亡ꎬ无支气管胸膜瘘及结核播散ꎮ 术后有 ２ 例出现支气管狭窄ꎬ经球囊扩张

后ꎬ管腔通气正常ꎮ １ 例术后出现吻合口肉芽肿ꎬ给予冷冻治疗后治愈ꎮ 随访 １ 年以上无复发ꎮ 结论:支
气管结核造成支气管狭窄或肺不张ꎬ外科手术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ꎮ

[关键词] 　 支气管结核ꎻ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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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ꎬ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ｌｕｍｅｎ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 １ ｃａｓ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ｔｉｃ ｇｒａｎｕｌｏｍａｓꎬ
ａｎｄ ｃｕｒｅｄ ｂｙ ｃｒｙ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ｙｅａ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ｏｒ 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气管、支气管结核是指由于结核杆菌侵袭气管、
支气管黏膜ꎬ黏膜下层或进一步破坏肌层及软骨ꎬ最
终瘢痕愈合ꎬ导致气管支气管狭窄或完全闭塞的一

种疾病ꎬ是肺结核的一种特殊类型ꎮ 活动性肺结核

患者大约 １０％ ~４０％伴有气管、支气管结核[１]ꎮ 此

类疾病单纯全身用药治疗时间长ꎬ部分病例达 １ 年

以上的治疗ꎬ且遗留不同程度的并发症ꎮ 我院自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开始在常规抗结核化疗

基础上ꎬ共收治 ７８ 例支气管结核造成支气管狭窄或

肺不张患者ꎬ均行外科手术治疗ꎬ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本组 ７８ 例ꎬ男性 ３０ 例ꎬ女性 ４８
例ꎬ年龄 １６ ~ ５５ 岁ꎬ平均年龄 ３２ 岁ꎮ 所有患者均经

胸 Ｘ 线片和 /或胸部 ＣＴ 及支气管镜检查ꎬ病理或涂

片查到结核菌ꎬ证实为支气管结核ꎮ 其中 ４０ 岁以下

者 ５２ 例ꎬ占 ６６. ６７％ ꎮ 临床表现:咳嗽、咳脓痰为主

的患者 ２６ 例ꎬ反复咳血或痰中带血者 ３２ 例ꎬ胸闷气

短 １５ 例ꎬ胸痛 ５ 例ꎮ 全组经胸部 Ｘ 线片或胸部 ＣＴ
检查ꎬ全肺实变不张及毁损 １２ 例ꎬ肺叶不张 ４２ 例ꎬ
２４ 例肺叶内有散在硬结病变ꎮ 结核性支气管狭窄

５８２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发生于右侧 ３５ 例ꎬ其中右主支气管 ５ 例ꎬ上叶支气

管 １２ 例ꎬ中间段支气管 １０ 例ꎬ下叶支气管 ８ 例ꎻ左
侧 ４３ 倒ꎬ其中左主支气管 ７ 例ꎬ上叶支气管 １５ 例ꎬ
下叶支气管 ２１ 例ꎻ所有患者术前均经纤维支气管镜

检查ꎬ瘢痕样环形狭窄均超过管腔周径的 ２ / ３ꎬ支气

管黏膜无充血水肿ꎮ 本组患者术前均经过内科正规

抗结核治疗 ６ 个月以上ꎮ 术后继续抗结核治疗 ９ ~
１２ 个月[２]ꎮ

２. 手术原则:既彻底切除结核病灶ꎬ又能最大限

度地保留肺功能ꎮ
３. 手术方式:全肺切除术 １２ 例:左侧 ７ 例ꎬ右侧

５ 例ꎮ 左上叶切除术 １０ 例:左下叶切除术 ２１ 例ꎮ
右上叶切除 ９ 例ꎬ右中下叶切除术 １０ 例ꎬ右下叶切

除 ８ 例ꎮ 袖状肺叶切除术:左上肺 ５ 例ꎬ右上肺

３ 例ꎮ

结　 果

７８ 例患者均治愈ꎬ无手术死亡ꎬ无支气管胸膜

瘘及结核播散ꎮ 术后有 ２ 例出现支气管狭窄ꎬ经球

囊扩张后ꎬ管腔通气正常ꎮ １ 例术后出现吻合口肉

芽肿ꎬ给予支气管镜介入下 ＣＯ２ 低温冷冻治疗后治

愈ꎮ 随访 １ 年以上无复发ꎮ

讨　 论

支气管内膜结核多数继发于肺结核ꎬ少数继发

于支气管淋巴结核ꎬ也可单发ꎮ 但经淋巴和血行播

散引起支气管结核者较少见ꎮ 好发于左右主支气

管ꎬ两肺上叶、下叶支气管ꎮ 并且常为多部位受累ꎬ
多种病变并存ꎮ

根据支气管镜所见ꎬ该病可分为以下 ６ 种病变

类型[２]:①浸润型:表现为局限性或弥散性黏膜下

浸润ꎬ急性期黏膜高度充血、水肿ꎬ触之易出血ꎬ慢性

期黏膜苍白、粗糙ꎬ呈颗粒状增厚ꎬ软骨环模糊不清ꎬ
可产生不同程度的狭窄ꎬ黏膜下结节或斑块常呈黄

白色乳头隆起突入管腔ꎬ可破溃坏死ꎬ也可痊愈而遗

留瘢痕ꎻ②溃疡型:可继发于浸润型支气管结核或有

支气管淋巴结核破溃引起ꎬ黏膜表面有散在或孤立

溃疡ꎬ溃疡底部有肉芽组织ꎬ有时被一层黄白色干酪

坏死物覆盖ꎬ如坏死物阻塞管腔或溃疡底部肉芽组

织增生ꎬ常可引起管腔狭窄ꎻ③增殖型:主要表现为

增生的肉芽组织呈颗粒状或菜花状突入管腔ꎬ易出

血ꎬ可发生支气管阻塞或愈合而形成瘢痕ꎻ④纤维狭

窄型:为支气管病变的愈合阶段ꎮ 支气管黏膜纤维

性变ꎬ常造成管腔狭窄ꎬ大多数表现为沙漏样狭窄

(锥形狭窄)ꎬ少数为瘢痕样狭窄ꎬ严重者管腔完全

阻塞ꎮ ⑤管壁软化:气管或支气管软骨受累破坏ꎬ出
现管壁软化、塌陷ꎬ管腔狭窄ꎮ ⑥淋巴结支气管瘘:
淋巴结破溃进入支气管腔ꎬ形成瘘孔ꎬ局部黏膜可见

小米粒大小的白色干酪样物质冒出ꎮ 瘘孔周围可有

严重的充血水肿ꎮ 穿孔后期ꎬ瘘孔处无干酪样物质

冒出ꎬ周围黏膜大致正常ꎬ有时瘘孔及周围黏膜有黑

灰色炭疽样物质沉着ꎬ此种陈旧性瘘孔可持续数年

不愈ꎮ
对于支气管结核患者ꎬ通常需接受全身抗结核

化疗ꎬ超声雾化治疗及纤维支气管镜下局部注药治

疗ꎬ然而以往的这些治疗方法对充血水肿型及糜烂

坏死型等有较好的治疗效果ꎬ但却很难解决肉芽结

节型、瘢痕型支气管结核所造成的支气管阻塞性肺

不张ꎬ患者往往久治不愈ꎬ发病 ４ ~ ６ 个月内支气管

狭窄发生率可达 ６８％ ꎬ最终造成支气管狭窄或闭

锁ꎮ 严重影响患者的肺功能和生活质量[３]ꎮ
从本组发病情况看ꎬ结核性支气管狭窄仍以中

青年居多ꎬ其中 ４０ 岁以下者 ５２ 例ꎬ占 ６６. ６７％ ꎬ平
均 ３２ 岁ꎻ女性发病高于男性(本组男:女 ＝ １ ６∶ １)ꎬ
女性好发的原因ꎬ我们认为可能与其支气管径小ꎬ构
造纤细致分泌物在管腔内易贮留有关ꎮ 本组病例其

狭窄部位以左侧支气管多于右侧(约 １ ２３∶ １)考虑

与左主支气管较为细长ꎬ位置较水平ꎬ易致分泌物和

菌体滞留的解剖特点有关ꎮ 外科手术治疗:对于非

活动性支气管结核(ＥＢＴＢ)可考虑外科手术治疗ꎮ
手术适应证:①管腔狭窄到原有直径 ２ / ３ 以上

或呈裂隙状闭锁状时ꎬ远端肺组织可产生阻塞性炎

症ꎬ反复发作致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肺不张实变

及肺毁损等不可逆病理性改变是手术的绝对适应

证ꎻ②支气管内膜结核有耐多药结核菌ꎬ病变较局

限ꎮ 在正规抗痨 ３ ~ ６ 个月痰菌仍阳性的合并有咯

血等严重并发症ꎬ也可考虑行手术治疗[４]ꎻ③气管

狭窄合并严重呼吸困难ꎬ并有窒息先兆者[２]ꎮ
支气管结核外科手术治疗的时机和方式:一般

手术时机应选择在患者经过充分、规范的抗结核治

疗ꎬＥＢＴＢ 处于非活动期ꎮ 本组患者均经过内科正

规抗结核治疗 ６ 个月以上ꎬ且处于非活动期ꎮ 手术

方式的选择应根据病变部位、累及范围、狭窄的严重

程度及远端肺组织的实际情况(如肺结核的病灶范

围和肺毁损程度等)以及患者的肺功能状况而定ꎮ
对于肺结核并发 ＥＢＴＢ 患者ꎬ手术方式:多采用将狭

窄段气管、支气管连同受累肺叶一并切除ꎬ然后进行

　 　 　 (下转第 ３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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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急性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急性肺损伤与炎性
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景 赫　 卢家凯　 金 沐　 董秀华　 裴 馨　 何 琛　 许路遥　 张可心　 杨 蓓　 王岳峰

马月华　 程卫平　 孙立忠

　 　 [摘要] 　 目的: 观察急性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主动脉夹层(以下简称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围术期急性肺损

伤(ＡＬＩ)及其与炎性细胞因子的相关性ꎮ 方法:收集北京安贞医院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急性

主动脉夹层患者 ４０ 例围术期临床资料ꎬ包括患者在全身麻醉、深低温停循环(ＤＨＣＡ)下行孙氏手术(主
动脉弓替换及象鼻支架置入术)ꎮ 分别于术前、麻醉诱导后、手术结束前、手术结束后ꎬ入 ＩＣＵ ６ 小时各

时点计算氧合指数(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肺泡动脉氧分压差(Ｐ( Ａ ￣ ａ ) ＤＯ２)ꎮ 测定各时点血清样本 ＩＬ￣６、ＩＬ￣８、ＩＬ￣
１０ 和 ＴＮＦ￣α 浓度ꎮ 结果:１７ 例患者术前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 ３０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符合 ＡＬＩ 诊断标

准ꎮ 随时间延长患者血清 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 浓度呈逐渐增加趋势ꎬ血清 ＩＬ￣１０ 浓度呈逐渐降低趋势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ＩＬ￣６( ｒ ＝ － ０ ８２９ꎬＰ < ０ ０１)、ＩＬ￣８( ｒ ＝ － ０ ７０１ꎬＰ < ０ ０１)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呈

负性相关性ꎻＩＬ￣１０ 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呈正性相关性( ｒ ＝ ０ ４１０ꎬ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术前即可

发生 ＡＬＩꎮ 随着围术期进程的发展ꎬ肺损伤程度呈现逐渐加重趋势ꎮ 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血清 ＩＬ￣６、ＩＬ￣８
及 ＩＬ￣１０ 浓度变化与 ＡＬＩ 密切相关ꎬ提示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机体炎症和抑制感染平衡的失调是导致围

术期发生 ＡＬＩ 的重要内在因素ꎮ
[关键词] 　 急性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主动脉夹层ꎻ急性肺损伤ꎻ细胞因子ꎻ围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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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ｄ Ａ ａｃｕｔｅ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ｂｙ ＡＬＩ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ｈａｄ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ｒｕｍ ＩＬ￣６ꎬ
８ꎬ１０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ＬＩ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Ａ ａｃｕｔｅ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ｔｅ ｔｙｐｅ Ａ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ꎻ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ꎻ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ꎻ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急性 Ａ 型夹层的发病率逐年增加ꎬ急诊手术是

治疗急性 Ａ 型夹层的主要手段ꎮ 尽管近年来治疗

手段不断进步ꎬ但此类患者围术期病死率仍高达

１５％ ~３０％ [１￣３]ꎮ 急性肺损伤(ＡＬＩ)是导致该类患

者围术期不良结局的主要原因之一ꎬＡＬＩ 相关病死

率占总体病死率的 ３０％ ~ ５５％ [１ꎬ４￣５]ꎮ 有研究结果

显示[６]ꎬ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升高ꎬ炎症反应过度激

活是导致 ＡＬＩ 的重要机制之一ꎬ但对于急性 Ａ 型夹

层患者的全身性炎症反应的发生情况及其与 ＡＬＩ 的
关系尚缺乏直接证据ꎬ关于该类患者围术期 ＡＬＩ 发
病机制的研究也较少ꎮ 本研究通过对急性 Ａ 型夹

层患者围术期 ＡＬＩ 及炎性细胞因子的观察分析ꎬ了
解该类患者围术期炎性反应与 ＡＬＩ 发病的关系ꎬ为
预防和干预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并发 ＡＬＩ 提供临床

依据ꎮ

资料与方法

１. 本研究已获首都医科大学及北京安贞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ꎬ均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连续入

组北京安贞医院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收
治的急性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 ４０ 例作为

研究对象ꎬ患者符合入组条件并拟行孙氏手术(主
动脉弓替换及象鼻支架术)ꎮ 入组标准:发病 １４ 天

内的 Ａ 型夹层、拟行主动脉外科手术治疗ꎮ 排除标

准:术前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左心室射血分数 <
４５％ 、左心室舒张末直径 > ７０ｍｍ、心胸比率 > ０ ７ꎬ
合并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严重肝肾疾病ꎬ心力衰竭、
恶性肿瘤及感染性疾病者ꎮ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主动

脉 ＣＴＡ 明确诊断ꎬ并收集呼吸功能及肺损伤相关指

标(包括影像学资料)ꎬ入院后持续监测血压、心率ꎬ
并应用药物控制收缩压在 １００ ~ １３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范围内ꎮ 患者性别构成、年龄、体表面

积、发病时间及合并症等一般临床资料见表 １ꎮ
２. 麻醉及手术方法 　 麻醉诱导前穿刺左桡动

脉、左足背动脉分别置管测上、下肢压力ꎬ穿刺中心

静脉监测中心静脉压ꎬ以 ＢＩＳ 监测麻醉深度ꎮ 用依

托咪酯 ０ ２ｍｇ / ｋｇ(或咪达唑仑 ０ １ ~ ０ ２ｍｇ / ｋｇ)、哌
库溴铵 ０ １５ ~ ０ ２ｍｇ / ｋ、舒芬太尼 １ ５ ~ ３μｇ / ｋｇ 行

麻醉诱导气管插管ꎮ 气管插管后接 Ｏｈｍｅｄａ Ａｅｓｔｉ￣
ｖａ / ５ 麻醉机(Ｄａｔｅｘ￣Ｏｈｍｅｄａ 公司ꎬ美国)行控制呼

吸ꎬ潮气量 ８ｍＬ / ｋｇꎬ呼吸频率 １０ 次 /分ꎬ吸呼比为 １
∶ １ ５ꎬＰＥＴＣＯ２ 维持在 ３５ ~ ４５ｍｍＨｇꎬ吸入纯氧ꎮ 术

中分次静注咪达唑仑、丙泊酚、哌库溴铵及舒芬太尼

维持麻醉ꎬ术中 ＢＩＳ 值维持在 ４０ ~ ６０ 之间ꎮ 手术方

式均为在深低温停循环下孙氏手术(主动脉弓替换

及象鼻支架术)ꎮ 术毕入心脏外科 ＩＣＵ 继续常规

治疗ꎮ

表 １　 ４０ 例患者一般情况[ｘ ± ｓꎬｎ(％ )]
项目 结果

年龄 / 岁 ４７ ４ ± １３ ３
性别构成比(男 / 女) ２７ / １３
体表面积 / (ｋｇ / ｍ２) ２９ ３ ± ３ ７
发病时间 / 天 ４ ６ ± １ ２
合并高血压者 ２３(５７. ５)
合并糖尿病者 ９(２２. ５)
长期吸烟者 １１(２７. ５)
手术时间 / 小时 ８ ７ ± ２ ５
ＩＣＵ 时间 / 小时 ７５ ８ ± ４３ ２
ＩＣＵ 使用呼吸机时间 / 小时 ４３ ７ ± ２２ ６

　 　 ３. 所有患者均分别于术前、麻醉诱导后、手术结

束前、手术结束后入 ＩＣＵ ６ 小时各时点记录吸入氧

浓度(ＦｉＯ２)ꎬ行动脉血气分析ꎬ并按以下公式计算

氧合指数(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肺泡动脉氧分压差(Ｐ( Ａ ￣ ａ )

ＤＯ２)ꎮ 氧合指数 ＝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ꎻＰ( Ａ ￣ ａ ) ＤＯ２ ＝ [(Ｐｂ￣
ＰＨ２Ｏ) × ＦｉＯ２ ￣ ＰａＣＯ２ / ０ ８]￣ ＰａＯ２(Ｐｂ 为标准大气压

(７６０ｍｍＨｇ)ꎻ ＰＨ２Ｏ 为饱和水蒸汽压(３７ｏ Ｃ 时为 ４７
ｍｍＨｇ)ꎮ 各时点采集静脉血 ５ｍＬꎬ即刻离心取血

清ꎮ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测定炎症相关细

胞因子 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 和 ＴＮＦ￣αꎮ 所用 ＥＬＩＳＡ 试

剂盒为上海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ꎮ
４.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ꎮ

８８２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内比较采用 ｔ 检
验ꎬ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率)表示ꎬ采用 χ２ 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ꎮ 年龄、性别、体表面积、发病时间、高血压

病史、糖尿病史、吸烟史及术前 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 及

ＴＮＦ￣αꎬ分别与术前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及 Ｐ( Ａ ￣ ａ ) ＤＯ２ 的相关

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围术期肺功能变化 　 １７
例患者术前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 ３００ｍｍＨｇꎬ结合影像学等

临床指标ꎬ符合 ＡＬＩ 标准ꎮ 患者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随从术

前至术后 ＩＣＵ６ 小时呈逐渐降低趋势ꎬＰ( Ａ ￣ ａ ) ＤＯ２ 随

时间延长呈逐渐增加趋势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ꎮ

图 １　 ＩＬ￣６ 与氧合指数相关性散点图　 图 ２　 ＩＬ￣８ 与氧合指数相关性散点图　 图 ３　 ＩＬ￣１０ 与氧合指数相关性散点图

表 ２　 ４０ 例患者围术期肺功能相关参数变化(ｘ ± ｓꎬｍｍＨｇ)
项目 术前 麻醉诱导后 手术结束前 ＩＣＵ６ 小时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３４９ ８ ± ３７ ５ ２７５ ７ ± ３１ ４∗ ２４３ ５ ± ３３ ４∗∗ ２１８ ３ ± ３２ １∗∗

Ｐ( Ａ ￣ ａ ) ＤＯ２ １９５ ３ ± １８ ８ ３８７ ６ ± ４３ ５∗ ４０３ ７ ± ４２ ４∗∗ ４５９ ７ ± ５１ ３∗∗

　 　 注:与术前比较ꎬ∗Ｐ < ０ ０５ꎬ与前一时间点比较ꎬ＃Ｐ < ０ ０５

表 ３　 围术期炎症相关细胞因子变化(ｘ ± ｓꎬｎｇ / Ｌ)
项目 术前 麻醉诱导后 手术结束前 ＩＣＵ６ 小时

ＩＬ￣６ ９５ ８３ ± １４ ３９ １１２ １７ ± １５. ３６∗ １４６ ３３ ± １１. ２５∗ ＃ １８１ ３５ ± １３. ３７∗ ＃

ＩＬ￣８ １８９ ３４ ± ３１ ５８ ２３５ ４７ ± ３３. ３８∗ ２４６ ４８ ± ２８. ３６∗ ＃ ３１２ ７７ ± ３２. １６∗ ＃

ＩＬ￣１０ ９８ ７７ ± １２ ３６ ９１ ４７ ± １７. ３５∗ ８５ ４５ ± １５. ４７∗ ＃ ７９ ５３ ± １３. ３８∗ ＃

ＴＮＦ￣α ４９ ３６ ± １１ ３２ ５３ ３９ ± ８. ７６∗ ７４ ３８ ± ８. ３５∗ ＃ ９７ ２４ ± ８. ６８∗ ＃

　 　 注:与术前比较ꎬ∗Ｐ < ０ ０５ꎬ与前一时间点比较ꎬ＃Ｐ < ０ ０５

２. 围术期炎症相关细胞因子变化　 从术前至术

后 ＩＣＵ ６ 小时ꎬ患者血清 ＩＬ￣６、ＩＬ￣８ 及 ＴＮＦ￣α 浓度呈

逐渐增加趋势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血清 ＩＬ￣１０ 浓度随时间延长呈逐渐降低趋势ꎬ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３. 各因素与肺功能相关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年

龄、性别、体表面积、发病时间、高血压病史、糖尿病

史、吸烟史及术前 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 及 ＴＮＦ￣αꎬ分别与

术前 Ｐａ Ｏ２ / Ｆｉ Ｏ２ 及 Ｐ( Ａ ￣ ａ ) ＤＯ２ 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ꎬ结果显示ꎬ年龄、性别、体表面积、发病时间、高血

压病史、糖尿病史、吸烟史及 ＴＮＦ￣α 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及

Ｐ( Ａ ￣ ａ ) ＤＯ２ 无相关性(Ｐ > ０ ０５)ꎮ 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
与 Ｐ( Ａ ￣ ａ ) ＤＯ２ 无相关性 (Ｐ > ０ ０５)ꎬ但 ＩＬ￣６ ( ｒ ＝
－ ０ ８２９ꎬＰ < ０ ０１)、ＩＬ￣８( ｒ ＝ － ０ ７０１ꎬＰ < ０ ０１)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呈负性相关性ꎬＩＬ￣１０ 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呈正

性相关性( ｒ ＝ ０ ４１０ꎬＰ < ０ ０５ꎬ图 １ ~ ３)ꎮ

讨　 论

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围术期呼吸系统并发症发

生率较高ꎬ其中 ＡＬＩ 是困扰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临床

处理结局的主要问题之一ꎮ 研究结果显示[１ꎬ６]ꎬ３２％
的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术前即存在 ＡＬＩꎮ 本研究中

４３％的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呼吸功能从术前即可发

现明显异常ꎬ符合 ＡＬＩ 诊断标准ꎮ 从而可以初步推

论ꎬ急性 Ａ 型主动脉夹层相关病理改变可直接导致

ＡＬＩ 和氧合功能障碍[７]ꎮ
本研究中ꎬ从手术开始前至术后 ＩＣＵ ６ 小时ꎬ患

者的 Ｐ( Ａ ￣ ａ ) ＤＯ２ 逐渐增大伴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逐渐降低ꎬ
各时点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观察结果均值在 ２００ｍｍＨｇ 以上

并呈逐渐下降趋势ꎬ合并 ＡＬＩ 者比例逐渐增多ꎮ 提

示本组患者的急性呼吸功能异常持续存在ꎬ术前发

生 ＡＬＩ 的患者ꎬ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呼吸

功能异常ꎮ 急性夹层发病后ꎬ主动脉中层暴露导致

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凝血纤溶激活、缺血损伤及

夹层累及范围可能是导致患者术前即已出现 ＡＬＩ 的
重要因素[８￣９]ꎮ 围术期呼吸功能异常与麻醉后呼吸

机机械通气、体外循环相关因素(深低温停循环、肺

９８２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因素有关[１０￣１２]ꎮ 结合本研究结

果ꎬ我们认为ꎬ对于急性 Ａ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ꎬ了解

急性肺功能异常发病时间和严重程度ꎬ采取措施进

行积极干预具有明显临床价值ꎮ 针对以上认识ꎬ我
们目前已经开始更深入的研究工作ꎮ

ＡＬＩ 的实质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多种炎性细胞激

活、炎性介质释放ꎬ从而诱发肺组织发生过度或失控

的炎性反应ꎬ最终导致肺功能下降的病理状态ꎮ 据

文献报道ꎬ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 及 ＴＮＦ￣α 作为经典的炎

性细胞因子ꎬ与肺损伤的程度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ꎮ
有研究报道[１３]ꎬＩＬ￣６ 是急性动脉夹层患者氧合功能

受损的预测指标ꎬ当肺组织在炎症刺激、挫伤等因素

的作用下ꎬ肺泡灌洗液、血清中 ＩＬ￣６ 水平显著升高

并持续较长时间ꎮ 以往报道结果显示ꎬＩＬ￣８ 与 Ｐａ

Ｏ２ / ＦｉＯ２ 呈负相关[７ꎬ１４]ꎮ ＩＬ￣８ 越高ꎬ 白细胞对肺组

织的浸润度越大ꎬ 肺顺应性和气体弥散功能越差ꎮ
ＴＮＦ￣α 是炎症反应早期效应子ꎬ可在肺损伤发生前

表达ꎮ 由于其在炎症早期体内水平较高ꎬ因此认为

ＴＮＦ￣α 可能是产生炎症反应的始动因素ꎬ也被认为

是临床观察肺损伤治疗效果的一个较为客观和敏感

的指标[１５￣１６]ꎮ ＩＬ￣１０ 是内源性抑炎性细胞因子ꎬ具
有抑制 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 等炎症介质表达作用ꎬ也
具有明显的对抗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

在肺组织中浸润的作用ꎬ从而对减轻 ＡＬＩ 严重程度

有利ꎮ 由于其明显的抑炎作用ꎬ其表达水平对于重

建机体炎症介质 /抗炎介质平衡至关重要ꎮ 本研究

中ꎬ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血清 ＩＬ￣６、ＩＬ￣８ 值越高ꎬ Ｐａ

Ｏ２ / ＦｉＯ２ 越低ꎬ随时间延长肺功能逐渐恶化ꎬＩＬ￣６、
ＩＬ￣８ 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变化呈负性相关性ꎬ而 ＩＬ￣１０ 水平

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变化呈正性相关性ꎮ 以上结果说明ꎬ
对于急性 Ａ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ꎬ机体出现了炎症 /
抑炎状态平衡的异常ꎬ这可能是此类患者造成肺过

度炎症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总之ꎬ急性 Ａ 型夹层患者外科手术治疗前即可

发生 ＡＬＩꎬ 随着围术期进程的发展ꎬ肺损伤程度呈

现逐渐加重趋势ꎮ 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 浓度变化与肺损

伤相关指标变化密切相关ꎬ提示 Ａ 型急性夹层患者

机体炎症和抑炎平衡的失调是导致围术期发生 ＡＬＩ
的重要内在因素ꎮ 积极采取措施ꎬ对于预防和干预

围术期 ＡＬＩ 的发生ꎬ改善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的结

局具有明显临床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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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液体目标导向治疗在冠心病患者行颈动脉
内膜剥脱术的应用

崔博群　 高志峰　 赵丽云　 马 骏

　 　 [摘要] 　 目的:探讨目标导向治疗在冠心病患者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中的应用ꎮ 方法:择期行颈动

脉内膜剥脱术的冠心病患者 ４０ 例ꎬ随机分为 ＧＤＴ 组(目标导向治疗组)和 ＣＧ 组(经典输液组)ꎮ 所有

患者均监测 ＢＰ、中心静脉压(ＣＶＰ)、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尿量、出血量、晶体输入量、胶体输入量、总液体

输入量及术毕乳酸值ꎬ记录 ＩＣＵ 停留时间和总住院时间ꎮ ＧＤＴ 组连接 ＦｌｏＴｒａｃ / Ｖｉｇｉｌｅｏ 心排量监测仪监

测心指数(ＣＩ)ꎬ每搏量指数(ＳＶＩ)及每搏变异度(ＳＶＶ)ꎮ 将 ＣＩ≥２ ５Ｌｍｉｎ － １ｍ － ２为目标作为 ＧＤＴ 组的

目标导向治疗ꎬ将 ＭＡＰ:６５ ~ ９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 ｋＰａ)ꎬＣＶＰ:８ ~ １２ｍｍＨｇꎬ尿量≥０ ５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

为目标作为 ＣＧ 组的目标导向治疗ꎮ 结果:两组患者性别、年龄、ＢＭＩ、ＡＳＡ 分级、ＮＹＡＨ 分级和手术时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与 ＣＧ 组比较ꎬＧＤＴ 组晶体液用量ꎬ总入量ꎬ多巴胺用量ꎬ术毕乳酸值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ꎬ胶体液用量ꎬ术中 ＭＡＰꎬＣＶＰ 明显升高(Ｐ < ０ ０５)ꎬ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及尿量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ꎮ 与 ＣＧ 组患者相比ꎬＧＤＴ 组患者 ＩＣＵ 停留时间、总住院时间显著减少ꎮ 结论:目标导向治疗用于合

并冠心病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能提供更好的容量治疗ꎬ可降低 ＩＣＵ 停留时间、总住院时间ꎮ
[关键词] 　 目标导向治疗ꎻ冠心病ꎻ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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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导向容量治疗ꎬ是指在动态、定量指标的指

导下进行的个体化和适时的容量治疗ꎮ 近年ꎬ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基于容量管理的目标导向治疗可以

改善患者的预后[１￣２]ꎬ特别是高危患者的预后[３￣４]ꎮ
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常合并心脑血管疾病ꎬ如冠心病、
高血压等[５]ꎮ 这类患者心血管系统机能衰退ꎬ导致

血管弹性较年轻人差ꎬ过度容量负荷会导致第三间

隙液体潴留ꎬ产生心肺系统并发症ꎮ 而容量负荷不

足会导致血压下降ꎬ从而减少器官灌注ꎬ影响术后恢

复ꎮ 本课题将 Ｆｌｏｔｒａｃ / Ｖｉｇｉｌｅｏ 监测仪应用于颈动脉

内膜剥脱术患者ꎬ观察血流动力学指标ꎬ探讨以心指

数(ｃａｒｄｉａｃ ｉｎｄｅｘꎬ ＣＩ)、每搏指数( ｓｔｒｏｋ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ｄｅｘꎬ ＳＶＩ)、 每搏变异度 ( ｓｔｒｏｋ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ꎬ
ＳＶＶ)为导向的围术期液体管理是否较常规液体管

理能够改善其术后转归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于北京安贞医院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的冠心

病患者 ４０ 例ꎮ 男性 ３２ 例ꎬ女性 ８ 例ꎬ美国麻醉医师

学会(ＡＳＡ)２￣３ 级ꎬ年龄 ３６ ~ ８８ 岁ꎮ 排除标准为:明
确的心律失常ꎬ外周血管疾病ꎬ动脉置管禁忌ꎬ肺动

脉高压、肺部疾病及左心室射血分数≤４０％ 等导致

气道压增高的患者ꎮ 随机分为目标导向控制组

(ＧＤＴ 组) 和经典输液组 ( ＣＧ 组) 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ꎮ
２. 麻醉方法及监测　 患者入室后ꎬ常规进行心

电图、血氧饱和度及无创血压监测ꎮ 局麻下行手术ꎬ
对侧桡动脉穿刺置管ꎬ监测 ＢＰꎬ全麻后行颈内静脉

穿刺置管监测中心静脉压(ＣＶＰ)ꎮ ＧＤＴ 组患者连

接 Ｆｌｏｔｒａｃ / Ｖｉｇｉｌｅｏ 监测仪(Ｅｄｗａｒｄｓ 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Ｉｒ￣
ｖｉｎｅꎬ ＣＡꎬ ＵＳＡ)监测 ＣＩ、ＳＶＶ 及 ＳＶＩꎮ 两组患者麻

醉诱导均采用咪达唑仑 ０ ０２ｍｇ / ｋｇꎬ 舒芬太尼

０ ５μｇ / ｋｇꎬ依 托 咪 酯 ０ ２ｍｇ / ｋｇꎬ 顺 式 阿 曲 库 铵

０ ３ｍｇ / ｋｇꎬ气管插管后接麻醉机ꎬ麻醉机参数设置

为:Ｖｔ６ ~ ８ｍＬ / ｋｇꎬＲＲ１０ ~ １２ 次 /分ꎬ吸呼比 １:２ꎬ通
过呼吸参数的调整使 ＰａＣＯ２ 维持在正常范围ꎮ 维

持麻醉为吸入 ２％ ~３％七氟醚ꎬ维持 ＭＡＣ 值在 １ ~
１ ５ 之间ꎬ根据需要ꎬ间断追加顺式阿曲库铵 １０ｍｇꎬ
舒芬太尼 １０μｇꎮ

３. 液体治疗方案 　 ＣＧ 组维持 ＭＡＰ ６５ ~

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ＣＶＰ ８ ~ １２ｍｍＨｇꎬ尿
量≥０ ５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ꎬ具体方案为:当 ＭＡＰ ６５ ~
９０ｍｍＨｇꎬＣＶＰ ８ ~ １２ｍｍＨｇꎬ尿量≥０ ５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

时不予处理ꎬ当 ＭＡＰ < ６５ｍｍＨｇ 且 ＣＶＰ < ８ｍｍＨｇ
时ꎬ快速输入 １ ５ 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晶体ꎬ５ 分钟后评估ꎬ
若仍然 ＭＡＰ < ６５ｍｍＨｇ 且 ＣＶＰ < ８ｍｍＨｇꎬ 给予

２５０ｍＬ 胶体ꎬ如果仍达不到目标ꎬ则再给予 ２５０ｍＬ
胶体ꎻ如果 ＣＶＰ > １２ｍｍＨｇ 且 ＭＡＰ≤６５ｍｍＨｇꎬ则考

虑给予多巴胺 ５μ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ꎮ ＧＤＴ 组维持 ＣＩ≥
２ ５Ｌｍｉｎ － １ｍ － ２为目标进行容量治疗ꎬ根据 ＳＶＶ、
ＳＶＩ、ＣＩ 及 ＭＡＰ 指导补液ꎬ具体治疗方案为:当 ＣＩ≥
２ ５Ｌｍｉｎ － １ｍ － ２ꎬＭＡＰ >６５ｍｍＨｇ 且 ＳＶＩ > ３５ｍＬ / ｍ２

时不予处理ꎬ当 ＣＩ < ２ ５Ｌｍｉｎ － １ｍ － ２ꎬ ＭＡＰ <
６５ｍｍＨｇ 且 ＳＶＩ < ３５ｍＬ / ｍ２ 时ꎬ观察 ＳＶＶꎬ如果 ＳＶＶ
<１３％ ꎬ输入 ２５０ｍＬ 胶体并使用多巴胺 ５ μｇｋｇ － １
ｍｉｎ － １ꎬ如果 ＳＶＶ > １３％ ꎬ快速输入 １ ５ ｍＬｋｇ － １
ｈ － １晶体ꎬ５ 分钟后评估ꎬ若 ＳＶＶ > １３％ ꎬ给予 ２５０ｍＬ
胶体ꎬＣＩ < ２ ５Ｌｍｉｎ － １ｍ － ２且 ＳＶＩ > ３５ｍＬ / ｍ２ 时ꎬ直
接给予多巴胺 ５ μ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ꎮ 当患者术中血色

素低于 ８ｇ 时考虑输注红细胞悬液ꎮ 所有患者术后

均返 ＩＣＵ 继续观察治疗ꎮ
４.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术中晶、胶体输入

量、液体总入量、尿量、出血量ꎬ多巴胺用量、ＩＣＵ 停

留时间及总住院时间等ꎮ
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ꎮ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ꎻ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组间各时间点服

从正态分布ꎬ采用 ｔ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ＢＭＩ、ＡＳＡ 分级、ＮＹＡＨ
分级和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年龄ꎬＢＭＩ 等定

量资料数据检验符合正态分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
男女比ꎬＡＳＡ 分级ꎬＮＹＡＨ 分级等定性资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表 １)ꎮ
２. 与 ＣＧ 组比较ꎬＧＤＴ 组晶体液用量、总液体入

量、术毕乳酸值、多巴胺用量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ꎬ
胶体液用量增加ꎬＣＶＰ、ＭＡＰ 增加(Ｐ < ０ ０５)ꎬ术中

出血量及尿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与 ＣＧ 组患者相

比ꎬＧＤＴ 组患者 ＩＣＵ 停留时间、总住院时间显著减

２９２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少(Ｐ < ０ ０５ꎬ表 ２ ~ ３)ꎮ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ｘ ± ｓ)

项目 ＧＤＴ 组(ｎ ＝ ２０) ＣＧ 组(ｎ ＝ ２０) Ｐ 值

男 / 女 １５ / ５ １７ / ３ ０ ６４
年龄 / 岁 ６８ ± １１ ６９ ± １５ ０ ４７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５ ８ ± ３ ５ ２６ １ ± ５ ２ ０ ２６
ＡＳＡ２ / ３ 级 ２ / １８ １ / １９ ０ ９２
ＮＹＡＨ１ / ２ ９ / １１ １０ / １０ ０ ７６
手术时间 / 分 １９５ ± ６１ ２１０ ± ４０ ０ ５８

表 ２　 两组患者术中出入量血流动力学和血管活性

药用量比较(ｘ ± ｓ)

项目
ＧＤＴ 组

(ｎ ＝ ２０)
ＣＧ 组

(ｎ ＝ ２０)
ｔ 值 Ｐ 值

尿量 / (ｍＬｋｇ －１ｈ －１) １５ ９ ± ４ ２ １２ ５ ± ３ ３ １８ １ ０ ６５
出血量 / ｍＬ ２８３ ± ６８ ３２８ ± ９５ ３３ ７ ０ ３０３
心率 / (次 / 分) ６５ ± １２ ６８ ± １６ ３４ １ ０ ３２
ＭＡＰ / (ｍｍＨｇ) ８５ ７ ± １５ ９ ７６ ６ ± １４ ９ １１９ ２ ０ ００４
ＣＶＰ / (ｍｍＨｇ) １２ ± ５ １０ ± ４ １０１ ０ ０ ０１
晶体量 / ｍＬ ９８７ ± ２６６ １０５５ ± ３１３ １２１ ９ ０ ００４
胶体量 / ｍＬ ８７７ ± ２６６ ７３５ ± ２０３ ９９ １ ０ ０３７
总入量 / ｍＬ １６５０ ± ４１２ １８５６ ± ３８８ １２１ １ ０ ００２
多巴胺 / ｍｇ １８ ２５ ± ５ ７０ ６０ ３４ ± １６ ９０ ９１ ２ ０ ０３２

表 ３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比较(ｘ ± ｓ)

项目
ＧＤＴ 组

(ｎ ＝ ２０)
ＣＧ 组

(ｎ ＝ ２０)
ｔ 值 Ｐ 值

乳酸值 ０ ９５ ± ０ ２８ １ ３８ ± ０ ６９ １３５ １ ０ ０００
ＩＣＵ 停留时间 / 小时 １６ ３ ± ４ １ ２０ ９ ± ６ ５ １１０ ９ ０ ０１２
住院时间 / 天 ９ ８０ ± ２ ２１ １１ ０８ ± ３ ６２ ９６ ２ ０ ０２７

讨　 论

目标导向容量治疗是在动态、定量指标的指导

下进行的个体化和适时的容量治疗ꎬ原则上能最优

化心脏前负荷ꎬ既可维持有效循环血量ꎬ保证微循环

灌注和组织氧供ꎬ又可避免组织水肿及心力衰竭等

并发症ꎮ 而常规液体管理策略按照体质量计算生理

需要量ꎬ根据出入量进行液体补充ꎬ这种情况极有可

能造成术中入量过多ꎮ 对于合并冠心病的患者ꎬ入
量过多必然会增加其心脏做功ꎬ导致心肌氧供需失

衡ꎬ增加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ꎬ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输

液量减少容易导致术中血压偏低ꎬ组织灌注不足ꎬ氧
供需失衡ꎬ增加患者围术期并发[６]ꎮ 如何进行合并

冠心病患者行非心脏手术的液体管理的文献报道仍

为罕见ꎮ
ＦｌｏＴｒａｃ / Ｖｉｇｉｌｅｏ 心排量监测仪是经外周动脉连

续心输出量(ＡＰＣＯ)技术ꎬ只需进行外周动脉穿刺

置管ꎬ通过输入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和体质量来

自动调整实际的血管顺应性并对一定时间内(２０ｓ)

的血压数据和波形进行分析来以此获得 ＣＯ、ＣＩ、ＳＶＩ
及 ＳＶＶ 等相关参数[７]ꎬ于以往监测方法相比ꎬ具有

较好的监测结果及时动态性好的特点[８]ꎬ对于颈动

脉狭窄的患者ꎬＳＶＶ 可有效评价患者有效循环血

量ꎬ预测患者对液体负荷的接受程度[９]ꎮ
本研究将 ＡＰＣＯ 技术应用于行颈动脉内膜剥脱

术合并冠心病患者术中液体管理ꎬ通过监测 ＣＩ、ＳＶＩ
及 ＳＶＶ 指导患者容量治疗ꎮ 本研究将 ＣＩ≥２ ５Ｌ
ｍｉｎ － １ｍ － ２作为 ＧＤＴ 组的目标ꎬ因为 ＣＩ 在血红蛋白

及动脉血氧饱和度正常时可以有效评估氧供量ꎬ以
ＳＶＶ >１３％为界点进行容量的补充ꎬ以 ＳＶＩ < ３５ｍＬ /
ｍ２ 为界点ꎬ补充正性肌力药ꎬ认为前者与容量负荷

有较好相关性ꎬ后者可反映患者心功能ꎬ且以上监测

指标通过 ＡＰＣＯ 可快速得到结果ꎮ 而将 ＭＡＰ >
６５ｍｍＨｇꎬＣＶＰ ８ ~ １２ｍｍＨｇ 作为 ＣＧ 组的目标ꎬ认为

二者处于这一范围时可维持组织器官的有效灌注且

心功能处于正常范围[１０]ꎮ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一般资料ꎬＡＳＡ 分级ꎬ心

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说明入组的患者一般情况

基本相似ꎬ避免为之后的研究造成误差ꎮ 与 ＣＧ 组

相比ꎬＧＤＴ 组晶体液量减少ꎬ胶体液量增多ꎮ 本研

究结果在其他许多容量治疗的研究中也曾出现过ꎬ
这些学者认为容量治疗早期胶体液较晶体液更容易

补充患者的液体需要量ꎬ维持血流动力学的稳

定[１ꎬ１１￣１２]ꎮ 此外ꎬ还有两名学者利用动物模型ꎬ证明

胶体液可以增加微循环和组织氧的释放[１３]ꎮ 随着

各种证据的增加ꎬ备受热议的最佳液体入量和液体

输注种类问题也得到了部分的解决ꎬ最近的一些研

究认为在基于患者个体化的容量管理中ꎬ主要输入

胶体液可以改善行腹部手术患者的预后[１１￣１２]ꎮ 本

研究结果显示:与 ＣＧ 组比较ꎬＧＤＴ 组术中总入液量

减少ꎬ说明在 ＣＩꎬＳＶＶꎬＳＶＩ 的指导下ꎬＧＤＴ 组相对较

少的液体入量可以很好的维持患者术中各器官的组

织灌注ꎬ维持心功能处于正常水平ꎬ维持氧供需的平

衡ꎮ 相反ꎬ与 ＧＤＴ 组相比ꎬＣＧ 组 ＭＡＰ 值较低ꎬ多巴

胺用量较多ꎬ说明多出的液体入量ꎬ并没有增加患者

各器官的组织灌注ꎬ反而会加重心脏负荷ꎬ增加心脏

做功ꎬ从而需要应用更多的多巴胺来进行辅助ꎬ维持

心功能、氧供需处于正常水平ꎮ 而增加的多巴胺用

量可能会增加增加心脏做功ꎬ增加心肌耗氧量ꎬ破坏

心肌氧供需平衡ꎬ导致心肌损伤ꎮ 同时ꎬ多余的液体

入量会损害多糖￣蛋白质负荷物ꎬ从而导致细胞外环

境的紊乱[６]ꎮ 乳酸主要由葡萄糖经过糖酵解途径

在胞浆中产生ꎬ其可反映组织氧供和代谢状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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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量是否不足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术毕时 ＧＤＴ 组

乳酸值低于 ＣＧ 组ꎬ表明 ＧＤＴ 组较经典液体治疗方

法更有效改善微循环ꎬ增加机体氧供ꎬ是否从侧面证

明胶体液可以改善微循环及组织氧释放还需进一步

的试验证明ꎮ 术毕尿量两组患者无统计学差异ꎬ从
侧面证明ꎬＧＤＴ 组较少的液体入量就能够满足肾脏

灌注的需要ꎬ降低过多的液体入量对肾脏造成急性

损伤的可能性ꎮ 而 ＩＣＵ 停留时间ꎬ总住院时间 ＧＤＴ
组也较 ＣＧ 组明显减低ꎬ从而更加以证明ꎬ目标导向

治疗能有效优化此类患者心脏前负荷ꎬ提高心输出

量ꎬ保证微循环灌注ꎬ维持机体氧供需平衡ꎬ改善预

后ꎮ 但 ＡＰＣＯ 监测的应用仍然受一些因素的限制ꎬ
如心律失常ꎬ部分体位变化的影响等ꎬ这些问题仍需

进行研究解决ꎮ
总之ꎬ目标导向治疗应用于合并冠心病患者颈

动脉内膜剥脱术能提供更好的容量治疗ꎬ可降低

ＩＣＵ 停留时间ꎬ降低总住院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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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ｉｚｅｄ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４:Ｒ１８.

[１１] 　 Ｂｕｎｄｇａａｒｄ￣Ｎｉｅｌｓｅｎ Ｍꎬ Ｈｏｌｔｅ Ｋꎬ Ｓｅｃｈｅｒ Ｎ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ｌｕｉ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ｃｔａ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 Ｓｃａｎｄꎬ ２００７ꎬ５１:３３１￣３４０.

[１２] 　 Ｌｏｐｅｓ ＭＲꎬ Ｏｌｉｖｅｒｉａ ＭＡꎬ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ＶＯꎬ ｅｔ ａｌ.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ｕｌｓ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 ｐｉｌｏｔ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０７ꎬ１１:Ｒ１００.

[１３] 　 Ｋｉｍｂｅｒｇｅｒ Ｏꎬ Ａｒｎｂｅｒｇｅｒ Ｍꎬ Ｂｒａｂｄｔ Ｓꎬ ｅｔ ａｌ.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ｔｉｃ ｃｏｌｏ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９ꎬ１１０:４９６￣５０４.

(２０１４￣１０￣２６ 收稿)

书　 讯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ꎬ甘辉立教授主编的«肺动脉栓塞学»一书ꎬ已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ꎬ
其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０９１￣８００６￣８ꎬ有感兴趣者可在各大书店订购ꎮ 全书原价为 ９８ 元人民币ꎮ 该书为中文著作ꎬ全书 ３１０ 页ꎬ附图 ６０
余帧ꎬ为有关急性肺动脉栓塞和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内科治疗及外科治疗的专著ꎮ

急性肺动脉栓塞和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是严重威胁健康的疾病ꎬ死亡率和病残率都很高ꎮ 抗凝治疗和溶栓治疗、
肺动脉取栓术和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治疗ꎬ分别是治疗急性肺动脉栓塞和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的有效治疗方法ꎬ可
以取得很好的近、远期限手术效果ꎮ 本书呈现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ꎬ而且本书还讲述与肺动脉血栓相关的呼吸系统、肺
循环、支气管循环相关的解剖及生理知识、凝血与纤溶的生理与病理、血栓形成、抗凝与溶栓、深静脉血栓形成、急性肺动脉栓

塞及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最新进展ꎮ 本书适用于肺循环病学专家、心胸内外科医师、肺影相学及相

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医学生ꎮ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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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卿恩明ꎬ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ꎮ 研究方向:胸科、心脏、血管手术麻醉的临床、教学和科研ꎮ Ｅ￣
ｍａｉｌ: ｑｉｎｇｅｎｍｉｎｇ＠ ｓｏｈｕ. ｃｏｍ

临床论著

依托咪酯对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患者血流动力学及应激反应的影响

王晓宇　 卿恩明

　 　 [摘要] 　 目的:观察依托咪酯用于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ＯＰＣＡＢＧ)患者ꎬ麻醉对血流动

力学及应激反应的影响ꎮ 方法:选择择期行 ＯＰＣＡＢＧ 的患者 ６０ 例ꎬ随机分为试验组(Ｅ 组ꎬｎ ＝ ３０)和对

照组(Ｐ 组ꎬｎ ＝ ３０)ꎮ 两组患者以相同的方法进行麻醉诱导插管后ꎬＥ 组采用依托咪酯 ０ ３ ~ ０ ６ｍｇｋｇ － １

ｈ － １持续静脉输注ꎬＰ 组用丙泊酚 ３ ~ ５ｍｇｋｇ － １ｈ － １持续静脉输注ꎬ同时复合舒芬太尼维持麻醉ꎮ 记录

并比较两组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的变化以及术前术后血皮质醇和 ＩＬ￣６、ＩＬ￣１０ 的变化ꎮ 结果:两组患者

术中 ＨＲ、ＳＢＰ、ＤＢＰ 及 ＭＡＰ 与入室后(Ｔ０)相比均显著下降(Ｐ < ０ ０５)ꎬＰ 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 Ｅ 组ꎻ除
开胸骨后(Ｔ２)外ꎬＥ 组术中各时间点 ＳＢＰ 显著高于 Ｐ 组(Ｐ < ０ ０５)ꎻ术中血管活性药物的用量 Ｐ 组大于

Ｅ 组ꎮ 手术(Ｔ２’)及手术结束时(Ｔ３’)Ｅ 组血 ＣＯＲ 与入室后(Ｔ０’)相比显著下降ꎬ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ꎮ 两组患者 ＩＬ￣６、ＩＬ￣１０ 均于术中显著升高(Ｐ < ０ ０１)ꎬ组间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结

论:与丙泊酚相比ꎬ依托咪酯用于 ＯＰＣＡＢＧ 可获得更稳定的血流动力学ꎬ并可减少术中血管活性药的用

量ꎻ其对肾上腺皮质的抑制作用于术后 ２４ 小时恢复至术前水平ꎬ术中各时点皮质醇水平虽降低ꎬ但都在

正常范围内ꎮ
[关键词] 　 依托咪酯ꎻ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ꎻ血流动力学ꎻ应激反应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４￣２９５￣１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ｔｏｍｉｄａｔｅ ｔｏ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ꎬ ＱＩＮＧ Ｅｎｍ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ꎬ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ｔｏｍｉｄａｔｅ ｔｏ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ｎ 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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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ｉｎ 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 Ｔ０(Ｐ < ０ ０５). Ｉｎ ｂｏｔｈ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Ｌ￣６ ａｎｄ ＩＬ￣１０ ｗｅｒｅ ｒｉ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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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ｔｏｍｉｄａｔｅꎻ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ꎻ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ꎻ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依托咪酯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ꎬ具有镇

静、催眠和遗忘作用ꎬ其对循环系统影响小[１]ꎬ因此

广泛应用于门诊手术的麻醉和心脏病患者全麻的诱

导ꎮ 由于依托咪酯对肾上腺皮质的抑制作用一直存

在争议而限制了其在麻醉维持中的应用ꎮ 随着对依

托咪酯乳剂临床应用及认识的深入ꎬ目前有较多报

道依托咪酯全凭静脉全麻应用于包括心血管手术在

内的各类手术[２￣４]ꎬ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ꎮ 但

依托咪酯在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中用于麻

醉维持的报道较少ꎮ 本试验拟比较依托咪酯和丙泊

酚全凭静脉麻醉用于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 (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ꎬ ＯＰ￣
ＣＡＢＧ)对血流动力学及应激反应的影响ꎬ旨在探讨

依托咪酯用于 ＯＰＣＡＢＧ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选择择期行 ＯＰＣＡＢＧ 的患者 ６０
例ꎬ美国麻醉医师协会(ＡＳＡ)分级 ＩＩ￣ＩＩＩ 级ꎬ年龄≤
６５ 岁ꎬ体质量指数(ＢＭＩ)１８ ~ ２８ ｋｇ / ｍ２ꎬ术前射血分

数(ＥＦ) > ４５％ ꎮ 将患者随机分为依托咪酯组(试验

组ꎬｎ ＝ ３０ꎬＥ 组)和丙泊酚组(对照组ꎬｎ ＝ ３０ꎬＰ 组)ꎮ
排除标准:①３ 周内新发生的心肌梗死ꎻ②合并中度

以上的瓣膜性心功能不全ꎻ③有免疫抑制、脓毒血症

或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患者ꎻ④术前有认知功能

障碍及精神病、癫痫病史者ꎻ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者ꎻ⑥对依托咪酯、丙泊酚或脂肪乳过敏者ꎮ
２. 麻醉方法:入室后常规面罩吸氧(氧流量 ６ ~

８Ｌ / ｍｉｎ)ꎬ监测 ５ 导联心电图及经皮脉搏氧饱和度ꎬ
建立外周静脉通路ꎬ局部浸润麻醉下行桡动脉穿刺ꎬ
连接 ＢＩＳ 监测仪ꎮ 所有患者均行常规诱导ꎬ静脉给

予咪达唑仑(江苏恩华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１ ~
０ ２５ｍｇ / ｋｇꎬ依托咪酯(江苏恩华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０ １ ~ ０ ３ｍｇ / ｋｇꎬ顺式阿曲库铵 ０ ３ ~ ０ ５ｍｇ / ｋｇꎬ
舒芬太尼(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１ ~ ５μｇ / ｋｇꎬ丙
泊酚(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 Ｋａｂｉ ＡＢ)０ ８ ~ １ｍｇ / ｋｇꎮ 气管内插

管后行右颈内静脉穿刺置入 ４ 腔中心静脉导管ꎮ
术中 Ｅ 组采用依托咪酯 ０ ３ ~ ０ ６ｍｇｋｇ － １ｈ － １

持续静脉输注ꎬＰ 组用丙泊酚 ３ ~ ５ｍｇｋｇ － １ｈ － １ 持

续静脉输注ꎬ维持 ＢＩＳ 值 ４０ ~ ６０ꎮ 切皮前追加舒芬

太尼 １ ~ ２μｇ / ｋｇꎬ然后以 ０ ５ ~ １ ５μｇｋｇ － １ｈ － １的速

度持续静脉输注ꎬ同时术中间断给予顺式阿曲库铵

维持肌松ꎮ 所有麻醉药均在缝皮时停用ꎮ
３. 观察指标:分别于入室后 ( Ｔ０ )、切皮前

(Ｔ１)、锯胸骨后(Ｔ２)、吻合血管桥前(Ｔ３)、吻合前

降支时(Ｔ４)、吻合左回旋支或对角支时(Ｔ５)、吻合

后降支或右冠状动脉时(Ｔ６)、血管吻合完成并恢复

心脏自然位置(Ｔ７)、闭合胸骨前(Ｔ８)及手术结束时

(Ｔ９)１０ 个时间点记录患者心率(ＨＲ)、动脉收缩压

(ＳＢＰ)、动脉舒张压(ＤＢＰ)ꎬ及血管活性药的用量ꎮ
于入室后(Ｔ０’)、切皮前(Ｔ１’)、搭桥期间(Ｔ２’)、手
术结束时(Ｔ３’)及术后 ２４ｈ(Ｔ４’)５ 个时间点时间

点抽血检测血皮质醇(ＣＯＲ)及 ＩＬ￣６、ＩＬ￣１０ꎮ
４. 统计学方法:统计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７ ０ꎮ 计量

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ꎬ服从正态分布

的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ꎬ两两比较采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 法ꎮ
非正态分布的用秩和检验ꎻ计数资料进行 χ２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术前射

血分数、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及手术时间等ꎬ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２. 术中两组患者的 ＨＲ、ＳＢＰ、ＤＢＰ 及 ＭＡＰ 与入

室后(Ｔ０)相比均显著下降ꎬ但 Ｐ 组下降幅度明显大

于 Ｅ 组ꎮ 组间比较ꎬ除 Ｔ２ 时间点外ꎬＥ 组术中各时

间点 ＳＢＰ 显著高于 Ｐ 组(Ｔ１、Ｔ７ Ｐ < ０ ０５ꎬ余 Ｐ <
０ ０１)ꎮ 两组患者的 ＭＡＰ 在 Ｔ３、Ｔ５、Ｔ６、Ｔ７、Ｔ９ 时间

点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ＨＲ 和 ＤＢＰ 无明

显差异(表 １)ꎮ Ｅ 组和 Ｐ 组患者术中多巴胺的用量

分别为(２４ ７ ± １７ ３)ｍｇ 和(３１ ９ ± １９ ０) ｍｇꎬＥ 组

小于 Ｐ 组ꎻ硝酸甘油用量分别为(２５ ５ ± ２４ ３) ｍｇ
和(１５ ０ ± １７ ８)ｍｇꎬＥ 组大于 Ｐ 组ꎬ但两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ꎮ 麻醉诱导后至切皮前ꎬＥ 组有 ５ 例

(１６ ７％ )患者应用去氧肾上腺素提升血压ꎬＰ 组有

１１ 例(３６ ７％ )(Ｐ < ０ ０１)ꎻ旁路移植期间 Ｅ 组有 ７
例(２３ ３％ )患者经过体位调节后不能得到满意的

血压而应用去氧肾上腺素ꎬＰ 组有 １４ 例(４６ ７％ )
(Ｐ < ０ ０５)ꎮ

两组患者血 ＣＯＲ 水平在 Ｔ０‘和 Ｔ１’组间ꎬ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Ｔ１‘较 Ｔ０’稍有下降ꎮ Ｔ２
‘和 Ｔ３’时 Ｅ 组患者 ＣＯＲ 呈明显下降趋势 (Ｐ <
０ ０１)ꎬ而 Ｐ 组无明显变化ꎬ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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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的比较(ｘ ± ｓ)
指标 组别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Ｔ８ Ｔ９

ＨＲ/
(次 / 分)

Ｅ 组
７４ ６ ±
１９ １

６３ １ ±

１２ ４△△

６７ ６ ±
６ ２

７３ ０ ±
１７ ９

７３ ３ ±
８ ７

７６ ４ ±
９ ８

７６ ９ ±
９ ４

７７ ５ ±
１１ ２

７９ ４ ±
１１ ０

７９ ９ ±
１１ ３

Ｐ 组
７７ ９ ±
１４ ６

６０ ９ ±

９ ２△△

６６ ８ ±

７ ４△△

６７ ９ ±

１６ ６△

７３ ４ ±
１２ ２

７７ ７ ±
１２ ８

７５ ０ ±
１５ ３

７７ ２ ±
１２ ６

７８ １ ±
１２ ４

７８ ５ ±
１２ ８

ＳＢＰ /
ｍｍＨｇ

Ｅ 组
１６４ ２ ±
２６ ３

１１８ ８ ±

１４ ４△△

１３５ ５ ±

１４ ６△

１２５ ３ ±

１１ ９△△

１１７ ９ ±

１４ ０△△

１１６ ２ ±

１４ ２△△

１１２ ８ ±

２４ ３△△

１２１ ８ ±

１０ ０△△

１２８ ２ ±

８ ６△△

１２９ ５ ±

８ ２△△

Ｐ 组
１７３ ８ ±
３２ ７

１１１ １ ±

１１ ５∗△△

１２９ ８ ±

１５ ３△△

１１６ ６ ±

１０ ２∗∗△△

１０７ ７ ±

１１ １∗∗△△

１０５ ４ ±

１１ １∗∗△△

１０３ ８ ±

１１ １∗∗△△

１１６ １ ±

９ ８∗△△

１１８ １ ±

９ ５∗∗△△

１１８ １ ±

８ ９∗∗△△

ＤＢＰ /
ｍｍＨｇ

Ｅ 组
７６ ９ ±
１５ ５

６１ １ ±

９ ９△△

７０ ６ ±
８ ５

６４ ２ ±

８ ８△△

６４ ９ ±

９ ６△△

６８ ０ ±

１０ ３△△

６９ ５ ±
９ ３

６７ ５ ±

９ ９△△

６８ １ ±

８ ６△△

６９ ６ ±

８ ０△

Ｐ 组
８２ ７ ±

１０ ０∗

６１ ６ ±

８ ２△△

６９ ２ ±

１０ ２△△

６２ ３ ±

８ ８△△

６３ ３ ±

８ ０△△

６３ ７ ±

１４ ５△△

６５ ３ ±

１０ ６△△

６６ ２ ±

９ ８△△

６６ １ ±

１０ ３△△

６４ １ ±

１４ １∗△△

ＭＡＰ/
ｍｍＨｇ

Ｅ 组
１０６ ０ ±
１６ ４

８０ ３ ±

８ ８△△

９２ ２ ±

７ ７△△

８４ ９ ±

７ ９△△

８２ ６ ±

９ ４△△

８４ ８ ±

９ ３△△

８３ ８ ±

１１ ３△△

８５ ５ ±

８ ２△△

８８ １ ±

６ ２△△

８９ ６ ±

６ ０△△

Ｐ 组
１１３ ０ ±
１５ ４

７８ １ ±

８ ５△△

８９ ７ ±

１１ １△△

８０ ４ ±

８ ４∗△△

７８ １ ±

８ ３△△

７７ ６ ±

１１ ４∗△△

７８ ０ ±

１０ ２∗△△

８２ ８ ±

９ ２△△

８２ ８ ±

９ ２△△

８２ ２ ±

１０ ８∗∗△△

注:组间比较ꎬ∗Ｐ < ０ ０５ꎬ∗∗Ｐ < ０ ０１ꎻ组内与 Ｔ０ 比较ꎬ△Ｐ < ０ ０５ꎬ△△Ｐ < ０ ０１ꎬ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表 ２　 两组患者应激反应指标的变化(ｘ ± ｓ)
指标 组别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ＣＯＲ / (ｎｍｏｌ / Ｌ) Ｅ 组 ４９２ ８ ± １２４. ９ ４３０ ３ ± １７１. ８ ２９４ ４ ± １６２. １△△ ２６８ ４ ± １４５. ２△△ ５２２ ３ ± １７４. ８
Ｐ 组 ４６０ ５ ± １０６. ７ ３７７ ７ ± １１１. １ ４０９ ５ ± １２７. ４∗ ４２１ ５ ± １３３. ３∗∗ ４９７ ０ ± １４７. ７

ＩＬ￣６ / (ｎｇ / Ｌ) Ｅ 组 ７０ ８ ± ３２. ４ １２２ ６ ± ７６. ３ １９４ ４ ± ９５. ６△△ ２０７ ３ ± ７１. ９△△ ２３０ ０ ± ９２. ３△△

Ｐ 组 ７４ ９ ± ３７. ６ １２７ ７ ± ５８. ０ ２１５ ７ ± ９４. ６△△ ２２４ ５ ± １００. ６△△ ２２２ ８ ± ９９. ０△△

ＩＬ￣１０ / (ｎｇ / Ｌ) Ｅ 组 ９０ ５ ± ３３. ６ １４８ ８ ± ７３. ５ ２４６ ６ ± ８８. １△△ ２４７ ９ ± ８９. ５△△ ２７３ ２ ± １１５. ２△△

Ｐ 组 ９６ ８ ± ３７. ７ １５０ ６ ± ５９. ５ ２５７ １ ± １００. ５△△ ２５１ ８ ± １０５. ７△△ ２３８ ５ ± １２２. ９△△

注:组间比较ꎬ∗Ｐ < ０ ０５ꎬ∗∗Ｐ < ０ ０１ꎻ组内与 Ｔ０ 比较ꎬ△△Ｐ < ０ ０１

异ꎮ Ｔ４’时两组患者 ＣＯＲ 均恢复至术前水平ꎮ 但

两组各时间点 ＣＯＲ 水平均在正常范围ꎬ所有患者各

时间点测得 ＣＯＲ 水平均高于正常范围低值ꎮ
ＩＬ￣６ 和 ＩＬ￣１０ 两组间各时间点均无明显差异(Ｐ

> ０ ０５)ꎬ与 Ｔ０’比较ꎬ两组患者 ＩＬ￣６、ＩＬ￣１０ 水平在

Ｔ２’、Ｔ３’、Ｔ４’均显著升高(Ｐ < ０ ０１)ꎮ

讨　 论

依托咪酯自问世以来即因对循环功能影响小的

特点而备受麻醉医生青睐ꎮ 本试验的研究结果同样

证明了这一点:与入室后(Ｔ０)相比ꎬＥ 组患者在手

术开始阶段———切皮前(Ｔ１)及劈胸骨后(Ｔ２)ＨＲ、
ＳＢＰ、ＤＢＰ 和 ＭＡＰ 的下降幅度均小于 Ｐ 组ꎬ术中各

时间点 ＳＢＰ 均高于 Ｐ 组ꎮ 术中多巴胺及去氧肾上

腺素的用量 Ｅ 组小于 Ｐ 组ꎬ硝酸甘油的用量大于 Ｐ
组ꎮ 卢丽雅[５] 观察了老年高血压患者腹腔镜手术

术中靶控输注依托咪酯与丙泊酚对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ꎬ研究结果显示麻醉诱导和维持期间ꎬ依托咪酯组

患者血流动力学均较丙泊酚组平稳ꎬ且麻黄碱及阿

托品使用率(１３ ３％ 和 ６ ７％ )明显低于丙泊酚组

(４０％和 ３０％ )ꎮ Ｎｉｅｌｓｅｎ 等[６] 观察了心脏手术术中

应用正性肌力药或血管收缩药与患者预后的关系ꎬ
结果表明ꎬ术中应用正性肌力药或血管收缩药支持

的患者术后 ３０ 天和 １ 年的病死率明显升高ꎬ并证明

正性肌力药的应用是与术后心肌梗死、中风和肾移

植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心脏手术中低灌注压则与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密切相关[７]ꎮ
本试验结果表明依托咪酯对肾上腺皮质有抑制

作用ꎬ但围术期血清皮质醇的浓度仍在正常范围内ꎬ
且术后 ２４ｈ 已恢复至术前水平ꎮ 此结果与林高翔

等[８]及刘晓飞等[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Ｃｒｏｚｉｅｒ 等[１０]

认为心脏手术中强烈的应激反应增加 ＡＣＴＨ 的分

泌ꎬ从而克服大剂量依托咪酯所致的皮质醇合成抑

制ꎬ且使用大剂量依托咪酯心血管仍较稳定ꎬ因而依

托咪酯可应用于全凭静脉麻醉ꎬ不应因其抑制皮质

醇分泌而被排除在外ꎮ 依托咪酯对肾上腺皮质功能

的影响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ꎬ至今仍然有很多研

究报道依托咪酯有增加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甚

至增加患者死亡率的风险ꎬ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

败血症或严重创伤的重症患者[１１￣１２]ꎮ 此类患者由

于严重的应激反应ꎬ早期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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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即大大增加ꎮ 有报道指出ꎬ危重病患者并发急

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总的发生率约 ３０％ ꎬ而在败

血症休克患者则达到 ５０％ ~６０％ [１３]ꎮ
谭永星等[１４] 和易凡俨[１５]ꎬ比较了依托咪酯和

丙泊酚对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炎症反应的影响ꎬ
结果表明依托咪酯对 ＩＬ￣１０ 的促进作用弱于丙泊

酚ꎬ因 ＩＬ￣１０ 是体内重要的抗炎细胞因子ꎬ对全身炎

症反应所致的器官损害有一定的保护作用ꎬ故认为

依托咪酯同样具有抑制机体炎症反应的作用ꎬ但抗

炎作用弱于丙泊酚ꎮ 而本试验并未看到二者在 ＯＰ￣
ＣＡＢＧ 中对炎症反应影响的差别ꎮ

综上所述ꎬ依托咪酯用于 ＯＰＣＡＢＧ 可以有效地

维持血流动力学的稳定ꎬ减少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ꎻ
其对肾上腺皮质表现出抑制作用ꎬ但围术期血清皮

质醇均在正常范围内ꎬ且术后 ２４ｈ 恢复至术前水平ꎻ
关于依托咪酯和丙泊酚对炎症反应的影响还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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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血管病杂志»可直接使用的英文缩略语

　 　 Ｔ(体温)
Ｒ(呼吸)
Ｐ(脉搏)
ＨＲ(心率)
ＵＣＧ(超声心动图)
ＢＰ(血压)
ＳＢＰ(收缩压)
ＤＢＰ(舒张压)
ＥＣＧ(心电图)
ＴＧ(三酰甘油)
ＴＣ(总胆固醇)
ＣＨ(胆固醇)
Ｌ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ＶＬＤＬ￣Ｃ(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Ｇｌｕ(空腹血糖)
Ｃｒ(肌酐)
ＵＡ(尿酸)
ＢＵＮ(血尿素氮)
ＰＬＴ(血小板)
ＨＧＢ(血红蛋白)
ＷＢＣ(白细胞)
ＲＢＣ(红细胞)
Ｌ(淋巴细胞)
Ｎ(中性粒细胞)

Ｅ(嗜酸粒细胞)
ＡＰＴＴ(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ＩＮＲ(国际标准化比值)
ＮＯ(一氧化氮)
Ｔ３(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Ｔ４(甲状腺素)
ＰａＯ２(动脉血氧分压)
ＰａＣＯ２(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ＩＵ 或 Ｕ(酶活力的国际单位)
ＭＲＩ(磁共振成像)
ＣＴ(Ｘ 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
ＥＧ(计算机断层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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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的外科治疗的合作研究”
(２０１２ＤＦＡ３１１１０)ꎻ北京市科委￣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在主动脉夹层发展及治疗的应用研究(Ｚ１４１１０７００２５１４０３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北京市大血管外科植入式人工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心外 ５ 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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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萃分析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序贯和单一静脉桥
通畅率荟萃分析

李建荣　 刘永民　 郑 军　 白 涛　 刘宁宁　 陈 彧　 孙立忠

　 　 [摘要] 　 目的:比较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后序贯和单一大隐静脉桥通畅率ꎮ 方法: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ꎮ 文献纳入标准:两组患者分别行

序贯和单一大隐静脉 ＣＡＢＧ 术ꎻ前瞻性或回顾性队列研究ꎬ须满足非随机研究方法组制定的队列研究特

征ꎻ运用冠状动脉造影或超高速 ＣＴ 检查旁路移植术至少 １ 个月以后桥血管通畅情况ꎮ 文献纳入、数据

提取和文献质量评定均由两名研究者独立完成ꎮ 运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 ０ 和 Ｓｔａｔａ１０ 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ꎬ合并

相对危险度(ＲＲ)作为分析统计量ꎬ９５％ 可信区间(ＣＩ)为判断结果标准ꎮ 结果:１２ 篇文献纳入本研究ꎮ
序贯桥梗阻风险低于单一桥(１３ ５６％ ｖｓ. １９ １８％ ꎬＲＲ ＝ ０ ６７ꎬ９５％ ＣＩ:０ ６０ ~ ０ ７４)ꎻ序贯桥中侧侧吻合

梗阻风险低于端侧吻合(９ ５８％ ｖｓ. １４ ０７％ ꎬＲＲ ＝ ０ ５２ꎬ９５％ ＣＩ:０ ３４ ~ ０ ８０)ꎻ序贯桥和单一桥中端侧

吻合梗阻风险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４ ０７％ ｖｓ. １３ ６１％ ꎬＲＲ ＝ ０ ８５ꎬ９５％ ＣＩ:０ ６８ ~ １ ０６)ꎮ 结论:ＣＡＢＧ
后大隐静脉序贯桥中长期通畅率优于单一桥ꎬ序贯桥中侧侧吻合口通畅率优于端侧吻合口ꎬ序贯桥和单

一桥端侧吻合口通畅率无差别ꎮ
[关键词]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ꎻ静脉桥ꎻ荟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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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 ｔｗｏ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ａｐｈｅｎｏｕｓ ｖｅ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ｄｅｓｉｇｎꎻ
ａｎｄ (３) ｇｒａｆｔ ｐａｔｅｎｃ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ｒ ｕｌｔｒａｆａｓ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ｗ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ｌ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ꎬ ｄａｔ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ｈｏｓｅ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ｏｏｌ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ＲＲ) 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９５％ ｃｏｎ￣
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ＣＩ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ｐ￣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ｖＭａｎ５ ０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ａ１０ 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１ꎬ３８５ ｔｉｔｌｅｓꎬ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３８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９９２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ꎬ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１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ａｆｔｓ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ＲＲ
＝ ０ ６７ꎬ ９５％ ＣＩ: ０ ６０ ~ ０ ７４)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ｇｒａｆｔ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ｄｅ￣ｔｏ￣ｓｉｄｅ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ｅｓ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ＲＲ ＝ ０ ５２ꎬ ９５％ ＣＩ: ０ ３４ ~ ０ ８０)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ｎｄ￣ｔｏ￣ｓｉｄｅ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ｉｎ ｇｒａｆ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ｅｎｄ￣ｔｏ￣ｓｉｄｅ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ｅｓ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ｉｎ ｇ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ｏｎｅｓ (ＲＲ ＝ ０ ８５ꎬ ９５％ ＣＩ: ０ ６８ ~ １ ０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ａ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ｉｎ ｇｒａｆ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ｖｅｉｎ ｇ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ｉｄｅ￣ｔｏ￣ｓｉｄｅ ａｎａｓ￣
ｔｏｍｏｓ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ｎｄ￣ｔｏ￣ｓｉｄｅ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ｉｎ ｇｒａｆ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ꎻ Ｖｅｎｏｕｓ ｇｒａｆｔｓꎻ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大隐静脉是目前最常用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ＣＡＢＧ)材料ꎮ 不同的吻合方法———单一桥或序贯

桥ꎬ其中远期通畅率如何ꎬ仍存有争议ꎮ 本研究运用

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方法对 ＣＡＢＧ 后单一和序贯大

隐静脉桥中远期通畅率进行对比研究ꎮ

资料与方法

１. 检索策略　 检 索 的 目 标 数 据 库 包 括: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 及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以及中

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ꎮ 数据更新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ꎮ 英文检索词确定为: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Ｓｎａｋｅ 及 Ｊｕｍｐꎻ中文检索词确定为:冠状

动脉、序贯ꎮ 文献语言限定为英文和中文ꎮ 研究对

象限定为人类ꎮ 出版时间和出版类型无限定ꎮ 除电

子检索外ꎬ我们还对相关文章的参考文献进行查询ꎮ
相同研究的重复报道ꎬ甄别后排除ꎮ

２. 纳入标准　 ①原始研究中两组患者分别接

受序贯(不包括 Ｙ 型桥)和单一大隐静脉 ＣＡＢＧꎮ
②原始研究为前瞻性或回顾性队列研究ꎬ所确定的

队列研究须满足非随机研究方法组( ｔｈｅ ｎｏｎ￣ｒａｎ￣
ｄｏｍｉｓ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ｇｒｏｕｐ)制定的队列研究特

征[１]ꎮ ③原始研究运用冠状动脉造影或超高速 ＣＴ
对患者 ＣＡＢＧ 至少 １ 个月以后的桥血管通畅情况进

行检查ꎮ
３. 结果测定 　 原始研究中采用冠状动脉造影

或超高速 ＣＴ 对患者 ＣＡＢＧ 至少 １ 个月以后的桥血

管或吻合口的梗阻情况进行检查ꎮ 序贯桥中ꎬ相邻

吻合口之间视为 １ 支桥血管ꎮ
４. 数据提取和质量评定 　 两名研究者分别独

立应用纳入标准对文献检索结果进行评判ꎬ协商讨

论后确定纳入文献ꎮ 两名研究者分别对纳入文献的

基本资料进行提取ꎬ将所获取的两组患者桥血管及

其吻合口梗阻数据录入于 ２ × ２ 表格中ꎬ如有分歧ꎬ
通过协商达成一致ꎮ 按照非随机研究方法组的建

议[２]ꎬ采用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Ｏｔｔａｗａ Ｓｃａｌｅ (ＮＯＳ)对纳入文

献质量进行评定ꎬ由两名研究者分别独立完成ꎬ如有

分歧ꎬ通过协商达成一致ꎮ
５. 数据分析　 本次荟萃分析运用 ＲｅｖＭａｎ ５ ０

和 Ｓｔａｔａ １０ 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ꎬ采用合并相对危

险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ꎬＲＲ)作为疗效分析统计量ꎬ９５％
可信区间(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ꎬＣＩ)和双侧检验 Ｐ <
０ ０５ 作为判断结果的标准ꎮ 不同研究间统计学异

质性通过计算 Ｉ２ 确定ꎬＩ２ < ４０％为低度异质性ꎬ４０％
~ ６０％ 为中度异质性ꎬ > ６０％ 为高度异质性[３]ꎮ Ｉ２

<４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ꎬＩ２≥４０％ 采用随机效应

模型ꎮ 进行亚组分析尝试排除产生异质性的原因和

混杂影响ꎮ 如纳入文献数量≥１０ꎬ通过 Ｅｇｇｅｒ’ ｓ 检

验对发表偏倚进行评定ꎮ

结　 果

共检索 １ ３５８ 篇文献ꎬ题目筛选后剩余 ７７ 篇ꎬ
摘要筛选后剩余 ３８ 篇ꎮ 阅读全文发现 ２４ 篇文献未

达纳入标准ꎬ２ 篇文献为重复发表文献ꎬ剔除上述文

献后共 １２ 篇文献纳入本次荟萃分析ꎮ
１. 纳入研究 　 纳入研究数据来自于首尔(韩

国)、北京(中国)、容迪亚伊(Ｊｕｎｄｉａí) (巴西)、安卡

拉(土耳其)、厄勒布鲁(Ｏｒｅｂｒｏ) (瑞典)、布鲁塞尔

(比利时)、日内瓦(瑞士)、赫尔辛基(芬兰)、渥太

华和蒙特利尔(加拿大)及巴特克罗青根(Ｂａｄ Ｋｒｏｚ￣
ｉｎｇｅｎ)(德国)等 １１ 个地区ꎮ 纳入研究基本资料ꎬ见
表 １ꎮ

纳入的 １２ 篇文献中ꎬ６ 篇对桥血管和吻合口梗

阻情况均有报道ꎬ另 ６ 篇仅对桥血管梗阻进行报道ꎮ
１２ 篇文献在梗阻评价方法、梗阻定义、队列匹配和

随访率等四个方面存在差异ꎮ 梗阻评价方法:１０ 篇

采用冠状动脉造影方法ꎬ另 ２ 篇采用超高速 ＣＴ 方

法ꎮ 梗阻定义:８ 篇为完全闭塞ꎬ１ 篇为 > ７０％狭窄ꎬ
２ 篇为 > ５０％ 狭窄ꎬ１ 篇未明确说明ꎮ 队列匹配:４
篇文献中 ２ 组队列在年龄、性别、是否吸烟、是否合

并糖尿病、高血压及高胆固醇血症等方面无明显差

别ꎬ１ 篇文献中 ２ 组队列在年龄、性别、是否合并高

血压等方面无明显差别ꎬ另 ７ 篇文献未明确说明ꎮ

００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表 １　 纳入研究基本资料

研究
随访

时间 率

评价

方法

评价

部位

梗阻

定义

组间匹配

一般

因素

动脉粥样硬

化相关因素

文献质量

(ＮＯＳ)

Ｋｉｍ 等[４]

２０１０

１４ ８
(１ ~ ７０ ２)个月

≥８０％ ＣＴ 桥血管ꎬ
吻合口

１００％ 年龄ꎬ
性别

高血压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Ｇａｏ 等[５]

２０１０

２６ ４
(３ ~ ６０)个月

< ８０％ ＣＴ 桥血管ꎬ
吻合口

１００％ 年龄ꎬ
性别

吸烟ꎬ糖尿病

高血压ꎬ
高胆固醇血症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Ｓｉｌｖａ 等[６]

２００９

平均 ４１ 个月 不明 造影 桥血管 > ７０％ 不明 不明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０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Ｆａｒｓａｋ 等[７]

２００３

(５５ ４ ± １７ ６)个月 不明 造影 桥血管 １００％ 年龄ꎬ
性别

吸烟ꎬ糖尿病

高血压ꎬ
高胆固醇血症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Ｓｏｕｚａ 等[８]

２００１

１６ ０
(１１ ~ ２５)个月

≥８０％ 造影 桥血管ꎬ
吻合口

> ５０％ 不明 不明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０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Ｖｕｒａｌ 等[９]

２００１

(５ ８ ± ３)年 不明 造影 桥血管 １００％ 年龄ꎬ
性别

吸烟ꎬ糖尿病

高血压ꎬ
高胆固醇血症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Ｄｉｏｎ 等[１０]

２００１

７ ５
(１ ~ １２ ２)年

< ８０％ 造影 桥血管 １００％ 不明 不明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０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等[１１]

１９９８

５ 年 < ８０％ 造影 桥血管ꎬ
吻合口

１００％ 年龄ꎬ
性别

吸烟ꎬ糖尿病

高血压ꎬ
高胆固醇血症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Ｋｉｅｓｅｒ 等[１２]

１９８６

１ 年 ≥８０％ 造影 桥血管ꎬ
吻合口

１００％ 不明 不明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０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Ｍｅｕｒａｌａ 等[１３]

１９８２

２６
(１０ ~ ６２)个月

< ８０％ 造影 桥血管 不明 不明 不明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０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Ｅｓｃｈｅｎｂｒｕｃｈ

等[１４]

１９８１

８ 周 < ８０％ 造影 桥血管 > ５０％ 不明 不明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０ꎻ
结果判定ꎬ∗∗ꎻ

Ｃａｍｐｅａｕ

等[１５]

１９７５

１ 年 ≥８０％ 造影 桥血管ꎬ
吻合口

１００％ 不明 不明 队列选择ꎬ∗∗∗∗ꎻ
队列匹配ꎬ０ꎻ
结果判定ꎬ∗∗∗ꎻ

　 　 注:ＮＯＳ 最高分:队列选择ꎬ４ꎻ队列匹配ꎬ２ꎻ结果判定ꎬ３

随访率:４ 篇文献随访率≥８０％ ꎬ５ 篇 < ８０％ ꎬ３ 篇未

明确说明ꎮ
２. 桥血管梗阻情况　 纳入的 １２ 篇文献均报道

了桥血管梗阻情况ꎮ 序贯组桥血管梗阻风险低于单

一组(１３ ５６％ ｖｓ. １９ １８％ )ꎬ两组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合并 ＲＲ ＝ ０ ６７ꎬ９５％ ＣＩ:０ ６０ ~ ０ ７４ꎬ图 １)ꎮ
不同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３０％ )ꎬＥｇｇｅｒ’ｓ 检

验提示存在明显发表偏倚(Ｐ ＝ ０ ０２)ꎮ

由于所纳入 １２ 篇文献在梗阻评价方法、梗阻定

义、队列匹配和随访率等四个方面存在差异ꎬ本次研

究采用 ４ 个亚组分析排除上述差异的影响:
(１)梗阻评价方法为冠状动脉造影的亚组分

析　 共有 １０ 篇文献采用冠状动脉造影评价桥血

管梗阻情况ꎮ 序贯组桥血管梗阻风险低于单一组

(１４ ６２％ ｖｓ. ２０ ６４％ )ꎬ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合并 ＲＲ ＝ ０ ６９ ９５％ ＣＩ: ０ ６２ ~ ０ ７７)ꎮ 不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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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两种静脉桥梗阻发生率比较森林图

图 ２　 序贯桥中侧侧吻合口和端侧吻合口梗阻发生率比较森林图

图 ３　 两种静脉桥端侧吻合口梗阻发生率比较森林图

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１４％ )ꎬＥｇｇｅｒ’ ｓ 检验提

示无明显发表偏倚(Ｐ ＝ ０ ０６)ꎮ
(２)梗阻定义为桥血管完全闭塞的亚组分析　

共 ８ 篇文献对桥血管完全闭塞的发生率进行调查ꎮ
序贯组桥血管梗阻风险低于单一组(１３ ８３％ ｖｓ.

２２ ２９％ )ꎬ两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合并 ＲＲ ＝ ０ ６７
９５％ ＣＩ:０ ５９ ~ ０ ７６)ꎮ 不同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

性(Ｉ２ ＝ ３３％ )ꎬ未进行 Ｅｇｇｅｒ’ｓ 检验(文献数 < １０)ꎮ
(３)两组间在年龄、性别、是否吸烟、是否合并

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等方面无明显差别的

２０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亚组分析　 共 ４ 篇文献序贯组和单一组在年龄、性
别、是否吸烟、是否合并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血

症等方面无明显差别ꎮ 序贯组桥血管梗阻风险低于

单一组(１３ ８２％ ｖｓ. ２６ ３４％ )ꎬ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合并 ＲＲ ＝ ０ ６７ ９５％ ＣＩ:０ ５８ ~ ０ ７６)ꎮ 不同

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Ｉ２ ＝ ２７％ )ꎬ未进行 Ｅｇｇｅｒ’ｓ
检验(文献数 < １０)ꎮ

(４)随访率≥８０％的亚组分析　 共 ４ 篇文献随

访率≥８０％ ꎮ 不同研究间有高度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６１％ )ꎬ随机效应模型检验提示序贯组桥血管梗

阻风险低于单一组(１０ ０７％ ｖｓ. １３ ４４％ )ꎬ两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合并 ＲＲ ＝ ０ ４９ ９５％ ＣＩ:０ ２５ ~
０ ９７)ꎮ 未进行 Ｅｇｇｅｒ’ｓ 检验(文献数 < １０)ꎮ

３. 吻合口梗阻情况　 共 ６ 篇文献对吻合口梗

阻情况作了报道ꎮ 文献数 < １０ꎬ未进行 Ｅｇｇｅｒ’ ｓ
检验ꎮ

(１)序贯组中侧侧吻合与端侧吻合梗阻情况　
不同研究间有中度统计学异质性( Ｉ２ ＝ ４３％ )ꎬ随机

效应模型检验提示序贯桥中侧侧吻合梗阻风险低于

端侧吻合(９ ５８％ ｖｓ. １４ ０７％ )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合并 ＲＲ ＝ ０ ５２ ９５％ ＣＩ:０ ３４ ~ ０ ８０)(图 ２)ꎮ
(２)序贯组和单一组中端侧吻合梗阻情况　 两

组端侧吻合梗阻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４ ０７％ ｖｓ.
１３ ６１％ꎬ合并 ＲＲ ＝ ０ ８５ ９５％ ＣＩ:０ ６８ ~１ ０６)ꎬ不同

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Ｉ２ ＝８％)(图 ３)ꎮ

讨　 论

虽然乳内动脉、桡动脉在 ＣＡＢＧ 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ꎬ但大隐静脉仍然是目前最常用的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材料ꎮ １９７１ 年ꎬＦｌｅｍｍａ 及其同事[１６] 首次

应用序贯方法完成大隐静脉 ＣＡＢＧꎮ 从那时起ꎬ不
同的吻合方法———单一桥或序贯桥ꎬ其中远期通畅

率如何ꎬ一直存有争议ꎮ 部分学者[１２] 认为如果序贯

桥近端梗阻ꎬ会引起其所供血的多个冠状动脉分支

血流减少ꎬ可能会造成大面积心肌梗死从而危及患

者生命ꎮ 多数学者[１７￣１８] 不支持上述观点ꎬ他们认为

序贯桥近端闭塞后远端会发挥侧枝血管的作用ꎬ患
者可能会出现心绞痛复发ꎬ但很少发生心肌梗死ꎮ
还有学者发现序贯桥可降低桥血管血流阻力、减少

桥血管阻力不匹配现象、增加桥血管长期通畅率ꎮ
桥血管血流量是影响其通常率的重要因素ꎬＲｉｔｔｇｅｒｓ
等[１９]发现桥血管血流量和其内膜增生成逆相关关

系ꎬ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等[２０]也发现血流量增加与内膜增生减

少有关ꎮ Ｏ’Ｎｅｉｌｌ 等[２１] 研究发现与单一桥相比ꎬ序

贯桥近端部分血流速度明显增加ꎮ 本荟萃分析结果

同样支持序贯桥中远期通常率优于单一桥ꎮ
本次研究还发现序贯桥中侧侧吻合口通畅率优

于端侧吻合口ꎬ序贯桥和单一桥端侧吻合口通畅率

无差别ꎮ Ｗａｔｔｓ 等[２２]研究发现血流在侧侧吻合口中

的湍流少于端侧吻合口ꎬ他们认为血流构成的不同

是造成序贯桥侧侧吻合口与端侧吻合口通畅率差别

的原因ꎮ
本次荟萃分析可能存在如下偏倚ꎬ对结果判定

可能有影响:①选择偏倚:研究中 ７ 篇文献没有说明

术前队列基本资料是否匹配ꎬＮＯＳ 量表评判队列匹

配得分为 ０ꎮ ②失访偏倚:本荟萃分析中 ４ 篇文献

随访率≥８０％ ꎬ５ 篇 < ８０％ ꎬ３ 篇未明确说明ꎮ 在随

访率 < ８０％或未明确说明的研究中ꎬ很多患者进行

冠状动脉造影或超高速 ＣＴ 随访是由于心脏病症状

复发、心电图改变或做其他手术之前进行的心脏状

态评判ꎮ ③发表偏倚:本荟萃分析中 Ｅｇｇｅｒ’ ｓ 检验

提示发表偏倚明显ꎬ对结果可能有影响ꎮ
综上所述ꎬＣＡＢＧ 后大隐静脉序贯桥中长期通

畅率优于单一桥ꎬ序贯桥中侧侧吻合口通畅率优于

端侧吻合口ꎬ序贯桥和单一桥端侧吻合口通畅率无

差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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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２８６ 页)
气管、支气管成形ꎮ 对于其中病变范围局限、肺组

织毁损较轻者ꎬ应尽可能进行气管、支气管的节段

性切除ꎻ而对于合并远端肺毁损、严重支气管扩张

或肺不张等不可逆病变的 ＥＢＴＢ 患者ꎬ手术范围应

包括狭窄的支气管及远端肺组织ꎬ术式多采用袖

状切除术ꎮ 本组袖状肺叶切除 ８ 例ꎬ收到较好效

果ꎮ 总之ꎬ原则是既彻底切除结核病灶ꎬ又能最大

限度地保留肺功能ꎮ
为防止术后支气管残端瘘及吻合口瘘的并发

症:①术前应进行规范抗痨治疗ꎬ对合并感染者ꎬ应
用抗菌素控制感染ꎬ常规雾化吸入抗痨药物及祛痰

药物ꎬ以期清洁支气管ꎬ同时让患者增加营养ꎻ②术

中应保证足够的支气管切除长度、细致的吻合ꎬ或应

用直线缝合器缝合支气管残端ꎬ这样效果更好ꎮ 生

物蛋白胶喷洒支气管残端及吻合口局部、以及使用

自体组织覆盖加固吻合口等ꎻ③术后患者继续规律

足量抗结核治疗 ９ ~ １２ 个月ꎬ对其它肺内有结核病

变者ꎬ抗痨治疗达 １２ 个月ꎮ 这样可降低术后吻合口

瘘的发生ꎮ 本组术后无支气管胸膜瘘及结核播散ꎬ
有 ２ 例出现支气管狭窄ꎬ经球囊扩张后ꎬ管腔通气正

常ꎮ １ 例术后出现吻合口肉芽肿ꎬ给予支气管镜介

入下 ＣＯ２ 低温冷冻治疗后治愈ꎮ
气管支气管结核治疗的主要目的是:①治愈结

核病患者、减少结核病传播、防止耐药性发生、预防

结核病复发ꎮ ②治愈、预防气管支气管结核合并气

道狭窄、闭塞、软化及引起的肺不张等ꎬ纠正肺通气

功能不良[５]ꎮ 因此对药物治疗及介入治疗不愈的

支气管内膜结核ꎬ外科手术治疗ꎬ能有效的降低并发

症及结核播散的发生ꎬ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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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侧枝循环形成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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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死ꎻ侧枝循环ꎻ影响因素ꎻ临床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４￣３０５￣１５

　 　 急性心肌梗死以突发、高病死率为特点ꎬ因冠状动脉急

性闭塞引起ꎮ 包括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和非 ＳＴ 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两种类型ꎮ 有资料显示ꎬ前者病变出现以纤维蛋白

为主的血栓形成ꎻ后者以血小板性血栓为主ꎬ常导致心内膜

下的损伤ꎬ造成冠状动脉的急性次全闭塞[１] ꎮ 当冠状动脉血

管狭窄 > ７０％ ꎬ冠状动脉侧枝循环逐渐开放ꎬ良好的侧枝循

环可以延长局部缺血心肌的存活时间ꎬ有助于挽救坏死的心

肌细胞、改善左心室功能ꎬ限制急性心肌梗死面积等作用[２] ꎮ
积极探讨侧枝循环形成的相关影响因素一直是冠心病研究

的热点之一ꎬ尤其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ꎬ本研究就影响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侧枝循环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ꎬ现报告

如下ꎮ
资料与方法:１. 一般资料:收集我院自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间ꎬ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的 １３４ 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ꎬ所有患者均接受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介入治

疗ꎬ根据侧枝循环 Ｒｅｎｔｒｏｐ 分级分为两组:有侧枝循环组和无

侧枝 循 环 组ꎮ 有 侧 枝 循 环 组 ８３ 例ꎬ 其 中 男 性 ５０ 例

(６０ ２％ )ꎬ女性 ３３ 例 (３９ ８％ )ꎬ年龄在 ４０ ~ ８５ 岁 (平均

５８ ６ 岁)ꎻ合并高血压 ６１ 例(７３ ５％ )ꎻ合并 ２ 型糖尿病 ４６ 例

(５５ ４％ )ꎻ每天吸烟 １０ 根以下且持续 １ 年以上者 ４５ 例

(５４ ２％ )ꎻ梗死前有心绞痛发作者 ３６ 例(４３ ４％ )ꎻ长期口服

他汀类药物者 ６１ 例(７３ ５％ )ꎻ心绞痛病程在(６ １ ± １ ３)个
月ꎻ无侧枝循环组 ５１ 例ꎬ其中男性 ２８ 例(５５％ )ꎬ女性 ２３ 例

(４５ １％ )ꎬ年龄在 ４０ ~ ８０ 岁(平均 ５７ ６ 岁)ꎻ合并高血压 ２０
例(３９ ２％ )ꎻ合并 ２ 型糖尿病 １８ 例(３５ ３％ )ꎻ每天吸烟 １０
根以下且持续 １ 年以上者 １５ 例(２９ ４％ )ꎻ梗死前有心绞痛

发作者 ４１ 例 (８０ ４％ )ꎻ 长期口服他汀类药物者 ２５ 例

(４９％ )ꎻ心绞痛病程在(４ ５ ± １ ７)个月ꎮ 入选标准:左前降

支、左主干、右冠状动脉及左回旋支主要冠状动脉中最少一

支闭塞ꎬ且心肌酶谱及肌钙蛋白均升高ꎮ 排除标准:①心肺

肝肾功能严重不全者ꎻ②合并恶性肿瘤患者ꎻ③ꎻ严重的瓣膜

性心肌病、扩张型和肥厚型心肌病患者ꎮ ④陈旧性心肌梗死

患者ꎮ
２. 方法:收集两组患者相关临床及实验室生化资料ꎬ包

括年龄、性别、心绞痛病程、吸烟史、饮酒史、既往史(包括心

绞痛史)、高血压病史、２ 型糖尿病病史及相关生化指标ꎬＴＣ、
ＬＤＬ￣Ｃ、ＴＧ、ＨＤＬ￣Ｃꎬ以及他汀类用药史等ꎻ相关生化指标采

用酶法于禁食 ８ 小时后空腹采右肘静脉血在全自动生化仪

上测定ꎻ所有患者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均按照 Ｊｕｄｋｉｎｓ 法进

行ꎮ 阅片由两位经验丰富的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心血管

介入医师完成ꎬ确定有无侧枝循环形成以及冠状动脉病变支

数ꎮ 侧枝循环分级按 Ｒｅｎｔｒｏｐ 法分为四级:０ ~ ３ 级ꎬ０ 级和 １
级评定为无侧枝循环ꎻ２ 级和 ３ 级为判断为有侧枝循环ꎮ 冠

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应用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系统进行定量评定ꎮ
积分越高提示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越重ꎮ

３.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采用 ｔ 检验ꎮ 计数资料采用

频数(率)表示ꎬ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进行单因素分析ꎬ将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再进行多因素的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果:１. 有侧枝循环组和无侧枝循环组相关指标的单因

素分析:有侧枝循环组和无侧枝循环组按性别、年龄、合并高

血压、合并 ２ 型糖尿病、吸烟、梗死前心绞痛、口服他汀类药

物、心绞痛病程、ＴＣ、ＴＧ、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体质量指数(ＢＭＩ)、
ＨＤＬ￣Ｃ 及 ＬＤＬ￣Ｃ 等指标进行比较ꎮ 其中两组患者合并高血

压、合并 ＩＩ 型糖尿病、吸烟、梗死前心绞痛、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口服

他汀类药物、心绞痛病程、ＴＣ 及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等因素进行比

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 ~ ２)ꎮ

表 １　 两组相关指标的比较[ｎ(％ )]

项目
有侧枝循环组

(ｎ ＝ ８３ 例)
无侧枝循环组

(ｎ ＝ ５１)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 (男 / 女) ５０ / ３３ ２８ / ２３ ０ ３７０２ > ０ ０５
年龄 (≥６０ 岁) ４７ / ３６ ２６ / ２５ ０ ４０６１ > ０ ０５
合并高血压 ６１(７３ ５) ２０(３９ ２) １５ ５２５０ < ０ ０５
合并 ２ 型糖尿病 ４６(５５ ４) １８(３５ ３) ５ １２９３ < ０ ０５
吸烟(≤１０ 支 / 天) ４５(５４ ２) １５(２９ ４) ８ ６２７５ < ０ ０５
梗死前心绞痛 ３６(４３ ４) ４１(８０ ４) １７ ７１０４ < ０ ０５
口服他汀类药物 ６１(３ ５) ２５(４９ ０) ８ ２３０７ < ０ ０５

５０３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表 ２　 两组相关指标的比较(ｘ ± ｓ)

项目
有侧枝循环组

(ｎ ＝ ８３)
无侧枝循环组

(ｎ ＝ ５１)
ｔ 值 Ｐ 值

心绞痛病程 / 月 ６ １ ± １. ３ ４ ５ ± １. ７ ６ １４０８ < ０ ０５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６ ± ０. ５ ２ １ ± ０. ７ ４ ８１３１ < ０ ０５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６ ± １. １ ４ ８ ± １. ３ ０ ９５２８ > ０ ０５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 ４０ ６ ± １０. ６ ７８ ８ ± １２. ５ １８ ９０４５ < ０ ０５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２ ６ ± ２. １ ２３ ０ ± ２. ５ ０ ９９４８ > ０ ０５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１ ± ０. ６ ２ ３ ± ０. ７ １ ７５７２ > ０ ０５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４ ± ０. ３ １ ５ ± ０. ４ １ ６４６６ > ０ ０５

　 　 ２. 有侧枝循环组和无侧枝循环组的多因素分析:将单因

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合并高血压、２ 型糖尿病、吸烟、
梗死前心绞痛、口服他汀类药物、心绞痛持病程、ＴＣ 及 Ｇｅｎｓｉ￣
ｎｉ 积分等因素等指标ꎬ进行多因素非条件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ꎬ其中合并高血压、吸烟、口服他汀类药物、心绞痛病程及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ꎬ是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侧枝循环形成的影响因

素ꎬ其中口服他汀类药物是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侧枝循环形成

的保护因素ꎮ

表 ３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Ｂ Ｓ. Ｅ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ＯＲ(９５％ＣＩ)
合并高血压 １ ９１０ ０ ８５２ ４ ２８３ ０ ０３４ ４ ０３６ ３ ７９６ ~ ４ ５１２
吸烟 ２ １４６ ０ ９２３ ５ ２４７ ０ ０１６ ５ ０３２ ４ ５６２ ~ ５ ６９８
口服他汀类药物 －０ ６９５ ０ ３１５ ３ ９４５ ０ ０４１ ０ ６８９ ３ １５２ ~ ３ ９８５
心绞痛病程 ０ ８２６ ０ ４２９ ４ ０１２ ０ ０３６ ３ ７５１ ３ １２６ ~ ４ ３２３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 ２ ３６１ ０ ７５２ ９ １２０ ０ ００１ ７ ５３２ ６ ８４６ ~ ７ ９５８

　 　 讨论: 冠状动脉的侧枝循环ꎬ正常情况下处于关闭状

态ꎬ当冠状动脉狭窄或闭塞时ꎬ冠状动脉之间的交通支才会

逐渐开放ꎬ发挥重要的代偿作用ꎮ 侧枝循环的建立可以防止

梗死面积扩大ꎬ保护心肌ꎬ降低猝死发生率ꎬ为介入治疗提供

机会[３￣４] ꎮ 有资料显示ꎬ侧支循环的建立程度取决于冠状动

脉的闭塞程度ꎬ冠状动脉狭窄的持续存在ꎬ增加了冠状动脉

与侧枝循环间的压力差ꎬ压力阶差的持续存在是侧枝循环形

成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５￣６] ꎮ
冠状动脉侧支循环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ꎮ 有研究发

现ꎬ合并有高血压的冠心病患者更易于形成冠状动脉侧支循

环ꎬ高血压病患者增加了冠状动脉及其分支之间压力ꎬ有利

于侧支循环的形成ꎮ 吸烟是冠心病的发生危险因素之一ꎬ烟
雾中所含的尼古丁可直接损害内皮细胞ꎬ引起平滑肌细胞增

殖ꎬ不利于侧枝循环的形成ꎬ且与每日吸烟量呈负相关ꎮ 本

研究结果显示ꎬ吸烟少是影响侧枝循环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本

研究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７￣１０] ꎮ
他汀类药物主要用于降低血脂ꎬ本研究显示ꎬ长期口服

他汀类药物的患者ꎬ有助于侧枝循环的建立ꎮ 其作用机制有

待进一步研究ꎬ可能与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ꎬ改善组织缺血

缺氧状态ꎬ加速了侧枝循环的形成ꎮ 口服他汀类药物是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侧枝循环形成的保护因素[１１] ꎮ
综上所述ꎬ影响冠状动脉侧枝循环形成的因素很多ꎬ其

中合并高血压、吸烟、口服他汀类药物、心绞痛病程及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是影响冠状动脉侧枝循环形成的危险因素ꎮ 多种因素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冠状动脉侧枝循环ꎮ 根据影响

冠状动脉侧枝循环形成的危险因素ꎬ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ꎬ
综合考虑多种相关因素ꎬ最大限度的改善急性心肌梗死的不

良预后ꎮ

参考文献

[ １ ] 　 Ｚｉｍａｒｉｎｏ Ｍꎬ Ｄ′Ａｎｄｒｅａｍａｔｔｅｏ Ｍꎬ Ｗａｋｓｍａｎ Ｒ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 Ｒｅｖ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１１:１９１￣１９７.

[ ２ ] 　 徐立庆ꎬ周旭晨ꎬ栗印军ꎬ等. 急性心肌梗死中侧支循环形成影

响因素的研究. 中国医药导报ꎬ２０１１ꎬ０８:４１￣４３.
[ ３ ] 　 Ｔａｎｂｏｇａ ＩＨꎬ Ｔｏｐｃｕ Ｓꎬ Ｎａｃａｒ Ｔ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ｏ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ｄｔｈ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ｓ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Ｃｌｉｎ Ａｐｐｌ Ｔｈｒｏｍｂ Ｈｅｍ￣
ｏｓｔꎬ ２０１４ꎬ２０:４１１￣４１５.

[ ４ ] 　 Ｍｅｉｅｒ Ｐꎬ Ｌａｎｓｋｙ ＡＪꎬ Ｆａｈｙ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ｕｉｔｙ ｔｒｉａｌ. Ｈｅａｒｔꎬ ２０１４ꎬ１００:６４７￣
６５１.

[ ５ ] 　 Ｈｓｕ ＰＣꎬ Ｓｕ ＨＭꎬ Ｌｅｅ ＨＣ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ｅｃｔａｓｉａ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４ꎬ９:ｅ８７００１.

[ ６ ] 　 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ｃ ｉｎｓｕｌ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ｇｏｏ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ａｔ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１０:１２４.

[ ７ ] 　 Ｚｏｒｋｕｎ Ｃꎬ Ａｋｋａｙａ Ｅꎬ Ｚｏｒｌｕ Ａ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
ａｄｏｌｕ Ｋａｒｄｉｙｏｌ Ｄｅｒｇꎬ ２０１３ꎬ１３:１４６￣１５１.

[ ８ ] 　 Ｓｅｉｌｅｒ Ｃꎬ Ｓｔｏｌｌｅｒ Ｍꎬ Ｐｉｔｔ Ｂ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ꎬ
２０１３ꎬ３４:２６７４￣２６８２.

[ ９ ] 　 黄斌ꎬ熊国凤ꎬ杨军红ꎬ等. 高血压病、糖尿病对冠状动脉侧支

循环形成的影响. 中国医药导报ꎬ２００７ꎬ４:７４￣７５.
[１０] 　 胡宾ꎬ 方哲ꎬ 贾德安ꎬ等. ３５ 岁以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危险因

素及冠状动脉特征.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３２３￣３２５.
[１１] 　 方晓霞ꎬ陈俊ꎬ何国厚ꎬ等. 他汀类药物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

者循环内皮祖细胞水平的影响. 中国医药导报ꎬ２０１３ꎬ１０:９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２３ 收稿)

６０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５ ０４ ０１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

管疾病研究所 综合外科 ＩＣＵ
通信作者:邱卫红ꎬ主管护师ꎮ 从事综合外科 ＩＣＵ 临床护理研究工

作ꎮ Ｅ￣ｍａｉｌ:ｑｉｕｗｅｉｈｏｎｇｄｆｈ＠ ａｌｉｙｕｎ. ｃｏｍ

血管外科护理
‹论著›

９２ 例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后患者的护理体会

邱卫红　 彭立悦　 孙建萍

　 　 [摘要] 　 目的:总结颈动脉内膜剥脱术(ＣＥＡ)后围手术期并发症的护理经验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安贞医院外科综合监护行 ＣＥＡ 手术患者 ９２ 例ꎬ总结分析术后并发症患者的

护理要点ꎮ 结果:９２ 例患者中 ７ 例(７ ６％ ꎬ７ / ９２ 例)出现术后并发症ꎬ其中高灌注综合征 １ 例、脑卒中 １
例、伤口血肿 ２ 例及高血压 ３ 例ꎻ经过积极治疗和护理后均好转或痊愈ꎬ无 １ 例死亡ꎮ 结论:ＣＥＡ 术后发

症发生率为 ７ ６％ ꎬ采取针对性的预防和护理措施ꎬ取得满意效果ꎮ
[关键词]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ꎻ并发症ꎻ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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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６％ ꎬ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ｕ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ｅｎｄｅｒｔａｒｅｃｔｏｍｙꎻ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ꎻＮｕｒｓｉｎｇ

　 　 颈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是短暂性脑缺血及缺血性

脑卒中重要的发病原因之一ꎮ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ꎬＣＥＡ)可降低重度颈动脉硬

化狭窄患者脑卒中的发生率[１]ꎬ但术后可能会出现

脑水肿、脑出血、血栓形成、再狭窄和脑过度灌注综

合征等并发症[２]ꎮ 常见的并发症包括伤口血肿、高
灌注综合征、脑卒中、高血压或低血压及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等[３]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在
安贞医院外科综合监护室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患者

９２ 例ꎬ男性 ７５ 例(８１ ５％ )ꎬ女性 １７ 例(１８ ５％ )ꎬ平
均年龄(６７ ７９ ± ７ ６０)岁ꎮ 术前合并高血压病史 ８２
例(８９％ )ꎬ冠心病史 １７ 例(１８％ )ꎬ糖尿病史 ３９ 例

(４２％ )ꎮ
２. 研究方法 　 ９２ 例患者均经颈部动脉血管

Ｄｏｐｐｌｅｒ 超声、颈动脉血管造影(ＤＳＡ)、颈动脉 ＣＴ 造

影(ＣＴＡ)或颈动脉核磁(ＭＲＩ)检查ꎻ行左侧 ＣＥＡ 手

术 ５１ 例(５５ ４％ )ꎬ右侧 ＣＥＡ 手术 ４１ 例(４４ ６％ )ꎻ
平均入住 ＳＩＣＵ 时间(４ ６８ ± ２ ３８)天ꎬ其中 ７ 例出

现术后并发症ꎬ回顾性总结分析术后并发症护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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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经验ꎮ
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ＥＸＣＥＬ 表统计ꎮ 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和百分比记录ꎮ

结　 果

术后 ２４ ~ ４８ 小时有 ７ 例(７ ６％ )患者围术期出

现不同程度各种并发症ꎮ 其中高灌注综合征患者 １
例(１ １％ )ꎻ脑卒中患者 １ 例(１ １％ )ꎻ伤口血肿患

者 ２ 例(２ １％ )ꎻ高血压患者 ３ 例(３ ２％ )ꎻ无患者

死亡ꎮ

讨　 论

１. 脑高灌注综合征(１ 例):高灌注综合征(ｃｅｒ￣
ｅｂｒａｌ ｈｙｐｅｒ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ＣＨＳ)是 ＣＥＡ 术后严

重的并发症[４]ꎬ是由于颈动脉狭窄接触后ꎬ同侧脑

血流量突然大幅度增加ꎬ导致脑组织水肿和出血而

引起的一组临床症候群ꎬ主要表现为头痛、呕吐、谵
妄、癫痫发作、局部神经功能障碍以及脑出血[５]ꎮ
本研究中 １ 例患者术后发生 ＣＨＳꎬ经早期积极治疗

好转ꎬ无后遗症发生ꎮ
脑出血是继发于 ＣＨＳ 的一个很严重的并发

症ꎬ据统计ꎬ ＣＥＡ 术后脑出血发生率为 ３ ３７％
(０％ ~ １％ ) [６] ꎮ 如果头痛进行性加重ꎬ伴有颅内

压增高的表现ꎬ要排除脑出血所形成的颅内血

肿[７] ꎮ 术后护理严密监测生命体征、意识(全麻及

初醒时)及瞳孔的变化ꎬ保持血压稳定ꎬ测量血压

Ｑ１ｈꎬ推 荐 将 收 缩 压 控 制 在 １５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８]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ꎮ
临床应用 Ｇｌａｓｇｏｗ 评分正确评价患者的意识

情况ꎬ护士加强与患者的交流沟通ꎬ正确判断患者

头痛性质ꎬ早期发现患者癫痫先兆ꎬ出现意识恶

化ꎬ及时报告医生并寻找原因ꎮ
常规床头抬高 ３０°ꎬ既利于静脉回流ꎬ减轻脑

水肿ꎬ又可预防胃内容物反流ꎻ或头戴冰帽ꎻ保持

呼吸道通畅ꎬ按时翻身(翻身时动作应轻缓)、拍
背、吸痰以及医护配合下进行口腔护理ꎬ预防压疮

及肺部感染ꎮ 鼻饲时每 ４ 小时回抽胃液ꎬ以观察

胃储留情况ꎮ
ＣＨＳ 预后依赖于是否及时诊断及时治疗ꎬ尽管

大部分患者能够完全康复ꎬ但严重 ＣＨＳ 患者预后不

佳ꎮ 研究证明重症 ＣＨＳ 患者有 ３０％ 出现功能障

碍[９]ꎬ一旦发生脑出血ꎬ病死率达到 ５０％ [１０]ꎮ
２. 颈部血肿的护理(２ 例):ＣＥＡ 术后需再次手

术对出血进行处理的发生率在 ０ ７％ ~ １ ５％ [１１￣１２]ꎮ
但当血肿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压迫气管引起呼吸

困难ꎬ或者压迫颈内动脉或颅内神经ꎬ从而产生严重

后果ꎬ后期也有可能成为感染病灶ꎮ 术后护理严密

观察伤口局部情况ꎬ特别是伤口渗血情况ꎬ术后用 １
~ ２ｋｇ 沙袋加压 ２４ 小时ꎬ避免抑制呼吸ꎮ 同时严密

注意颈部伤口情况ꎬ及时发现有无血肿ꎬ告知患者不

能用力咳嗽、打喷嚏等ꎬ以免增加颈部的压力诱发出

血ꎮ 术后伤口血肿量较小时ꎬ很少引起患者不适ꎬ护
理密切观察颈部伤口渗血情况ꎮ 由于颈部皮肤、皮
下组织疏松ꎬ而且术中术后使用抗凝药ꎬ所以要特别

注意伤口渗血ꎬ术后用 １ ~ ２ｋｇ 沙袋加压 ２４ 小时ꎬ及
早发现有无血肿或原有血肿是否增大ꎻ伤口局部有

疼痛、局部肿胀、吞咽困难等是血肿发生的早期标

志ꎬ应及时处理[１３]ꎮ
因血肿也可压迫颈动脉窦ꎬ反射性地使心率变

慢ꎬ甚至心脏骤停ꎬ术后护理密切观察患者有无胸

闷、心前区不适等自觉症状ꎬ并动态观察心电图波

型ꎮ 掌握麻醉苏醒后拔除气管插管的时机ꎬ如情况

不允许ꎬ可以延时拔除气管插管ꎬ防止拔除后患者呛

咳和躁动造成切口渗血ꎬ或是颈动脉破裂出血ꎮ
保持呼吸道通畅ꎬ避免剧烈咳嗽ꎮ 保持伤口引

流管通畅、妥善固定、定时挤压、定时更换、密切观察

引流液的颜色及性状及量ꎮ 引流管的高度应低于颈

部的切口(负压除外)ꎬ麻醉清醒后患者应取头高 ３０
度卧位ꎮ

本研究中 ２ 例患者术后发生颈部血肿ꎬ护士及

时发现并通知医生ꎬ床旁超声分别示 ４２ｍｍ × １４ｍｍ
×２９ｍｍ、４４ｍｍ × １６ｍｍ × ３１ｍｍ 大小ꎬ均位于皮下ꎬ
即刻行血肿清除术ꎬ术后痊愈出院ꎮ

３. 围术期动态血压监测和控制:ＣＥＡ 患者常合

并广泛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是指血压调控障碍ꎬ使
体循环动脉血压持续升高的病理过程)ꎬＣＥＡ 术后

高血压的发生率为 １９％ ~２１％ [１４]ꎬ血压过高或者波

动过大ꎬ会增加颈部血肿和高灌注综合征等一些

ＣＥＡ 术后特有的并发症的发生风险[１５]ꎮ 血压波动

常发生在术后 ２４ ~ ４８ 小时ꎬ也是神经系统并发症的

好发时间ꎬ血压过高易引起脑出血ꎬ血压偏低可造成

脑灌注过低ꎬ导致脑缺血ꎻ本组 ３ 例患者(３ ２％ )术
后出现明显高血压ꎬ给予 １:２ 硝酸甘油静脉内微量

泵维持控制ꎬ围术期平稳渡过ꎮ
术后护理动态持续血压监测并每 １ 小时记录一

次ꎬ观察其不同体位、静息和活动后的血压变化ꎻ注
意压力换能器位置正确ꎬ定时调零ꎻ注意观察监护仪

８０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的压力波形ꎬ出现异常及时检查处理ꎮ 根据血压情

况遵医嘱使用微量泵输入调节血压的药物ꎬ维持血

压的稳定ꎬ以防发生颅内出血ꎮ
分析影响血压的原因ꎬ对症处理ꎮ 术后伤口疼

痛、紧张焦虑及尿管不适等很多因素都会引起血压

升高ꎬ护士加强心理护理ꎬ保持情绪稳定ꎻ保持正确

体位ꎬ加强舒适护理ꎻ保留止疼泵适时使用ꎻ减少医

源性刺激ꎬ保证患者睡眠休息ꎻ一般经对症处理后血

压恢复正常ꎮ
围术期控制及稳定血压对防止脑出血及术后大

脑高灌注至关重要ꎬ采取积极的护理措施保证控制

性降血压治疗的效果是 ＣＥＡ 术后护理重点之一ꎬ重
视影响血压的因素ꎬ提出防范措施可以使护理具有

针对性ꎬ提高护理效果ꎮ
４. 警惕术后脑卒中的发生:护理严密观察患者

的初醒时间和意识变化ꎬ每 １ 小时观察并记录患者

瞳孔大小、对光反射及肢体活动情况ꎮ 本组有 １ 例

术后第 ２ 天护理时及时发现患者出现伸舌偏左ꎬ口
角右偏ꎬＣＴ 提示脑梗死ꎬ经过早期积极治疗后病情

稳定出院ꎮ

结　 论

ＣＥＡ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ꎬ临床对 ９２ 例

ＣＥＡ 术后患者进行护理ꎬ结果 ７ 例(７ ６％ )患者围

术期出现不同程度各种并发症ꎮ 通过对 ９２ 例 ＣＥＡ
术后患者的护理ꎬ认为预防和护理脑部并发症ꎬ做好

动态血压监测及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变化是术后护理

的关键ꎮ 头痛是 ＣＨＳ 最常见的早期症状ꎬ比普通头

痛程度更重ꎬ坐位或站立的姿势可有所缓解ꎬ护士主

动询问患者的主观感受ꎬ予以高度重视ꎻ加强引流管

的护理ꎬ密切观察伤口引流液的性质、颜色、引流量ꎬ
局部伤口有无肿胀、敷料渗血等情况ꎬ保持呼吸道通

畅ꎬ做好健康宣教防止诱发出血ꎬ当出血量较多时应

及时通知医生采取手术止血ꎮ 监护室护士配合医生

对并发症进行积极、精心护理ꎬ可改善患者预后ꎬ降
低病死率ꎬ提高手术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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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血流剪切力对血管内皮细胞过敏毒素 Ｃ３ａ
受体表达影响的研究

王雪蕊　 刘 燕　 王绿娅　 张俊蒙　 杜 杰

　 　 [摘要] 　 目的:探讨血流剪切力对血管内皮细胞过敏毒素 Ｃ３ａ 受体(Ｃ３ａＲ)、炎症因子及黏附分子

表达的影响ꎮ 方法:分离培养原代人脐静脉内皮细胞ꎬ利用振荡流(ＯＳ)刺激ꎬ分别于处理前、处理 ６ 小

时、１２ 小时、２４ 小时收取细胞ꎬ用免疫印迹法检测 Ｃ３ａ 受体(Ｃ３ａＲ)及血管细胞黏附蛋白 １(ＶＣＡＭ １)表
达变化ꎻ用实时荧光定量检测 Ｃ３ａＲ、白介素 １β(ＩＬ￣１β)、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１
(ＭＣＰ￣１)、细胞间黏附分子 １(ＩＣＡＭ １)及 ＶＣＡＭ １ 表达ꎮ 结果:与处理前相比ꎬ内皮细胞在振荡流刺激

后ꎬＣ３ａ 受体 ｍＲＮＡ 水平和蛋白表达均升高ꎬ ６ 小时升高最显著分别为:[(１ ９９７ ± ０ ３１０９) ｖｓ. ( １ ０００
± ０ ００５７７３)ꎬＰ ＝ ０ ０４２３ꎻ (２ ９６８ ± ０ ２３３３ )ｖｓ. ( １ ００７ ± ０ ０１２０２)ꎬＰ ＝ ０ ０００９]ꎻ ＩＬ￣１β、ＭＣＰ￣１、ＩＣＡＭ
１ 及 ＶＣＡＭ １ 的 ｍＲＮＡ 水平均显著高于处理前ꎬ ６ 小时达到最高值ꎻＴＮＦ￣α 在刺激 ２４ 小时后升高最显著

(均 Ｐ < ０ ０５ )ꎻ振荡流刺激内皮细胞后 ＶＣＡＭ １ 表达上调ꎬ在 ６ 小时升高最显著(均 Ｐ < ０ ０５ )ꎮ 结论:
血流剪切力可能通过上调血管内皮细胞过敏毒素 Ｃ３ａ 受体ꎬ调节内皮细胞炎症因子及黏附分子表达ꎮ

[关键词] 　 内皮细胞ꎻ剪切力ꎻ过敏毒素受体ꎻ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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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３１０９) ｖｓ. (１ ０００ ± ０ ００５７７３)ꎬＰ ＝ ０ ０４２３]ꎻ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 ６ ｈｏｕｒ ｖｓ. ０ ｈｏｕｒ ｗａｓ [(２ ９６８ ± ０ ２３３３) ｖｓ.
(１ ００７ ± ０ ０１２０２)ꎬＰ ＝ ０ ０００９].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Ｌ￣１βꎬＭＣＰ￣１ꎬＩＣＡＭ １ａｎｄ
ＶＣＡＭ １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ｐｅａｋｅｄ ａｔ ６ ｈｏｕ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ＮＦ￣α ｗａｓ ｕ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ｅａｋｅｄ ａｔ ２４ ｈｏｕ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ＶＣＡＭ １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ｕ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ｐｅａｋｅｄ ａｔ ６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

０１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ꎬ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ｖｉａ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ａｐｈｙｔｏｘｉｎ Ｃ３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ꎻ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ꎻ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ꎻ Ａｎａｐｈｙｔｏｘｉｎ Ｃ３ａＲ

　 　 动脉粥样硬化(Ａｓ)是一种慢性炎性疾病ꎬ而粥

样斑块多发于存在紊流的血管分支附近[１]ꎬ研究表

明ꎬ紊流能够直接导致人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２]ꎬ
提示血流剪切力通过影响血管内皮细胞功能ꎬ而参

与 Ａｓ 的发生发展过程ꎮ 补体过敏毒素 Ｃ３ａ(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 ａｎａｐｈｙｔｏｘｉｎ Ｃ３ａ)是指补体活化过程中产生的活

性片段ꎬ通过和其特异的过敏毒素受体 Ｃ３ａＲ(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ｐｈｙｔｏｘｉｎ Ｃ３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 Ｃ３ａＲ)相结合从而

发挥功能ꎮ Ｃ３ａＲ 作为补体系统的成员ꎬ在内皮细胞、
巨噬细胞、Ｔ 淋巴细胞和血管平滑肌细胞等都有表

达[３]ꎮ 研究表明ꎬＣ３ａＲ 表达与参与 Ａｓ 病理过程[４]ꎻ
在 ｌｄｌｒ － / ￣Ｃ３ － / ￣双敲小鼠中ꎬ粥样斑块富含脂质与泡沫

细胞ꎬ斑块成熟受损[５]ꎻ但血流剪切力对血管内皮细

胞 Ｃ３ａＲ 表达和其功能的改变仍不清楚ꎮ 本研究旨

在探讨血流剪切力对 Ｃ３ａＲ 表达的和内皮功能改变

的影响ꎬ为 Ａｓ 的炎症机制提供新的思路ꎮ

材料与方法

表 １　 基因名称和引物序列

基因 编写 引物序列

ｇｌｙｃｅ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ＧＡＰＤＨ
５′￣ＣＡＴＧＧＣＣＴＴＣＣＧＴＧＴＴＣＣＴＡ￣３′
５′￣ＧＣＧＧＣＡＣＧＴＣＡＧＡＴＣＣＡ￣３′

Ｃ３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３ａＲ
５′￣ＣＣＣＣＡＡＧＡＣＡＴＴＧＣＣＴＣＣＡＴ￣３′
５′￣ＧＡＣＴＧＴＧＴＴＣＡＣＧＧＴＣＧＴＣＴ￣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１ ＩＣＡＭ￣１
５′￣ＴＧＧＧＡＡＣＡＡＣＣＧＧＡＡＧＧＴＧＴＡＴ￣３′
５′￣ＴＴＣＡＧＴＧＣＧＧＣＡＣＧＡＧＡＡＡＴ￣３′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１ ＶＣＡＭ￣１
５′￣ＡＴＴＧＧＧＡＡＡＡＡＣＡＧＡＡＡＡＧＡＧ￣３′
５′￣ＧＧＣＡＡＣＡＴＴＧＡＣＡＴＡＡＡＧＴ￣３′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 ｃｈｅ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 ＭＣＰ￣１
５′￣ＣＧＧＣＴＧＧＡＧＣＡＴＣＣＡＣＧＴＧＴＴ￣３′
５′￣ＧＴＡＧＣＡＧＣＡＧＧＴＧＡＧＴＧＧＧＣ￣３′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 ＴＮＦ￣α
５′￣ＣＴＣＣＡＣＣＣＡＴＧＴＧＣＴＣＣＴＣＡＣ￣３′
５′￣ＣＣＣＡＡＡＧＴＡＧＡＣＣＴＧＣＣＣＡＣＡ￣３′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１β ＩＬ￣１β
５′￣ＣＧＴＧＧＡＣＣＴＴＣＣＡＧＧＡＴＧＡＧ￣３′
５′￣ＣＡＴＣＴＣＧＧＡＧＣＣＴＧＴＡＧＴＧＣ￣３′

　 　 注: Ｃ３ａＲ:Ｃ３ａ 受体ꎻ ＶＣＡＭ １:血管细胞黏附蛋白１ꎻＩＣＡＭ １:细胞间黏附分子１ꎻ ＴＮＦ￣α:肿瘤坏死因子￣αꎻＭＣＰ￣１:单核细胞趋化蛋白￣１ꎻＩＬ￣
１β:白介素 １β

　 　 １. 内皮细胞的分离及培养　 根据文献[６]ꎬ用胶

原酶消化法分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ｓ)ꎬ接
种于培养瓶中ꎮ Ｍ１９９ 基础培养基 ( ＧＩＢＣＯ) 补充

２０％新生牛血清(ＨｙＣｌｏｎｅ)和 １％派尼西林 /链霉素

(ＧＩＢＣＯ)ꎬ用来培养内皮细胞ꎮ 细胞融合 ２ ~ ４ 天后

可进行实验ꎮ
２. 振荡流法　 根据文献[７]ꎬ将种满内皮细胞的

长度 １０ｃｍ 的培养瓶放在震荡器 ( Ｌａｂｎｅｔꎬ ｍｏｄｅｌ

Ｒｏｃｋｅｒ ２５)平台上ꎬ培养瓶中加入 ２ｍｍ 培养基ꎮ 振

荡器按照以下参数设置:旋转角度 ７°ꎬ频率 ０ ５ 赫

兹ꎮ 震荡大小相当于 ４ ５ 动力 / ｃｍ２ꎮ
３. 实时荧光定量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法检测 　 分别

于振荡流(ＯＳ)刺激后 ０ 小时、６ 小时、１２ 小时、２４ 小

时收取 ＨＵＶＥＣｓꎬ按照说明书利用 ｔｒｉｚｏｌ 法提取细胞

总 ＲＮＡꎬ测定 Ｃ３ａＲꎬ ＩＬ￣１β(ꎮ 测定 ＲＮＡ 纯度、浓度

后进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ꎮ 引物由 ｐｒｅｍｉｅｒ３ 软件设计ꎬ
北京英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ꎮ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引物序列见表 １ꎮ

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检测 Ｃ３ａＲ 及 ＶＣＡＭ １ 蛋白表

达　 分别于振荡流(ＯＳ)处理前、刺激后 ６ 小时、１２
小时、２４ 小时收取 ＨＵＶＥＣｓꎬ加入细胞蛋白裂解液

提取细胞总蛋白ꎬＢＣＡ 法测定蛋白质含量ꎮ 每组取

６０μｇ 蛋白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分离ꎬ转移到硝酸纤

维素膜上ꎬ用 ５％封闭液 ４℃封闭 １ ~ ２ 小时ꎬ加入一

抗(Ｃ３ａＲ(１∶ １ ０００)ꎬ兔来源、ＶＣＡＭ １(１∶ １ ０００)ꎬ兔
来源、ＧＡＰＤＨ 单克隆抗体(１ ∶ １ ０００)ꎬ小鼠来源)ꎬ
４℃孵育过夜ꎬＴＢＳＴ 缓冲液(０. ０５％ Ｔｒｗｅｅｎ２０ 的 ＴＢｓ
缓冲液) 洗膜 １０ 分钟 × ３ 次ꎮ 以 １ ∶ １０ ０００ 稀释

ＨＲＰ 标记的二抗. 室温孵育蛋白孵育 １ 小时ꎬ洗膜

１０ 分钟 × ３ 次ꎬ用 Ｏｄｙｓｓｅｙ 扫描仪扫描并进行光密

度值分析ꎮ
５. 统计方法学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统计软件进行

实验数据处理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两
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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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ꎮ

图 ２　 实时 ＰＣＲ 检测 ＯＳ 刺激后人脐静脉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ｓ) 不同时间点黏附因子

ＶＣＡＭ １ 和 ＩＣＡＭ １ ｍＲＮＡ 表达变化ꎮ 注:组间比较ꎻ∗Ｐ < ０ ０５ꎬ∗∗Ｐ < ０ ０１ꎬ∗∗∗Ｐ < ０ ０００１

结　 果

１. 体外振荡流模型使血管内皮细胞表达 Ｃ３ａＲ
为了验证血流剪切力对 Ｃ３ａＲ 表达的影响ꎬ采用体

外振荡流刺激内皮细胞ꎮ 实时荧光定量示振荡流刺

激可使 Ｃ３ａＲ 转录水平增加(图 １)ꎬ在刺激 ６ 小时时

增加 最 明 显ꎬ [( １ ９９７ ± ０ ３１０９ ) ｖｓ. ( １ ０００ ±
０ ００５８)ꎬＰ ＝ ０ ０４２３]ꎬ ６ 小时比处理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免疫印迹法示振荡流刺激可使 Ｃ３ａＲ 蛋白

表达水平增加ꎬ 在刺激 ６ 小时时增加最明显ꎬ
[(２ ９６８ ± ０ ２３３３ ) ｖｓ. ( １ ００７ ± ０ ０１２０ )ꎬ Ｐ ＝
０ ０００９]ꎬ６ 小时比处理前灰度值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ꎻ[(２ ６４５ ± ０ ３９２８) ｖｓ. (１ ００７ ± ０ ０１２０)ꎬＰ ＝
０ ０１６８]ꎬ １２ 小时比处理前灰度值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图 ２ ~ ３)ꎮ

图 １　 实时 ＰＣＲ 检测 ＯＳ 不同时间点 Ｃ３ａＲ ｍＲＮＡ 表达变化ꎮ

注:族间比较ꎬ∗Ｐ < ０ ０５

２. 体外振荡流模型使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

表达上调　 实时荧光定量示振荡流刺激可使内皮细

胞黏附分子 ＩＣＡＭ １、ＶＣＡＭ １ 转录上调ꎬ在 ６ 小时最

明显ꎬ相对于处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ＩＣＡＭ １ 表

达 ６ 小时比处理前ꎬ [(１ ８０７ ± ０ １５３０) ｖｓ. (１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９ )ꎬ Ｐ ＝ ０ ００７６ ]ꎻ １２ 小 时 比 处 理 前ꎬ
[(１ ５７２ ± ０ １１２１ ) ｖｓ. ( １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９ )ꎬ Ｐ ＝
０ ００７１]ꎻＶＣＡＭ １ 表达 ６ 小时比处理前ꎬ[(５ ２６２ ±
０ ２５２７)ｖｓ. (１ ０００ ± ０ ００５８)ꎬＰ < ０ ０００１ꎬ１２ 小时

比处理前[(１ ７４０ ± ０ ２２１２) ｖｓ. (１ ０００ ± ０ ００５８)ꎬ

Ｐ ＝ ０ ０２８７] (图 ４)ꎮ 免疫印迹结果表明在振荡流

刺激下ꎬ内皮细胞 ＶＣＡＭ １ 表达增加ꎬ且在刺激后 ６
小时上调最显著ꎬ灰度值统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６
小时 比 处 理 前 ( ４ ３２３ ± ０ ５７２３ ) ｖｓ. ( １ ００７ ±
０ ０１２０)ꎬＰ ＝ ０ ００４４](图 ３ ~ ４)ꎮ

图 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振荡流(ＯＳ)刺激后不同时间点

ＨＵＶＥＣｓ Ｃ３ａＲ ＶＣＡＭ １ 蛋白表达变化ꎮ 注:１ꎬ２ 为处理前

组ꎬ３ꎬ４ 为 ６ 小时组ꎬ５ꎬ６ 为 １２ 小时组ꎬ７ꎬ８ 为 ２４ 小时组)

３. 体外振荡流模型使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

表达上调　 实时荧光定量结果表明振荡流刺激可引

起内皮细胞分泌功能改变ꎬＩＬ￣１β、ＴＮＦ￣α、ＭＣＰ￣１ 表

达均升高ꎬＩＬ￣１β 及 ＭＣＰ￣１ 上调在 ６ 小时最明显ꎬ相
对于处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ＩＬ￣１β 表达 ６ 小时

比处理前(３ １９６ ± ０ ２８３５) ｖｓ. (３ １９６ ± ０ ２８３５)ꎬＰ
＝ ０ ００１５]ꎻ ＭＣＰ￣１ 表达[６ 小时比处理前(２ １９４ ±
０ ２２３６)ｖｓ. (１ ０００ ± ０ ００２６)ꎬＰ ＝ ０ ００５９]ꎻ１２ 小时

比处理前[(１ ６５１ ± ０ ２２０１) ｖｓ. (１ ０００ ± ０ ００２６)ꎬ
Ｐ ＝ ０ ０４１８]ꎻＴＮＦ￣α 上调在 ２４ 小时最明显ꎬ相对于

处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４ 小时比处理前(２ ８６９
± ０ ３９９９)ｖｓ. (０ ９９７３ ± ０ ００３２)ꎬＰ ＝ ０ ０１０８]ꎻ[１２
小时比处理前 ( １ ８０６ ± ０ ２５７７ ) ｖｓ. ( ０ ９９７３ ±
０ ００３２)ꎬＰ ＝ ０ ０３４９](图 ５)ꎮ

讨　 论

Ａｓ 是一种慢性炎性疾病ꎬ研究表明ꎬＡｓ 斑块优

先发生动脉血管分支处或者转弯处[１]ꎮ 在这些部

位ꎬ震荡剪切力(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 ｓｈｅａｒꎬＯＳ)导致血液涡流

以及促 Ａｓ 基因表达增高ꎮ 相反ꎬ在直动脉树的部

分ꎬ由于持续层流和脉动的剪切 ( 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ｅ ｓｈｅａｒꎬ
ＰＳ)ꎬ通常不会发生 Ａｓ 病变[８￣９]ꎮ 内皮细胞作为血

管的最内层结构ꎬ最先受到血流剪切力的影响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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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ＯＳ 刺激后不同时间点 ＨＵＶＥＣｓ Ｃ３ａＲ 和 ＶＣＡＭ １ 蛋白表达变化

注:组间比较ꎮ∗Ｐ < ０ ０５ꎬ∗∗Ｐ < ０ ０１ꎬ∗∗∗Ｐ < ０ ０００１

图 ５　 实时 ＰＣＲ 检测 ＯＳ 刺激后人脐静脉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ｓ)不同时间点炎症因子 ＩＬ￣１β、ＭＣＰ￣１、ＴＮＦ￣α １ ｍＲＮＡ 表达变化ꎮ 注:

组间比较ꎬ∗Ｐ < ０ ０５ꎬ∗∗Ｐ < ０ ０１

血管的平直部分ꎬ血液为层流状态ꎬ由此产生的血流

剪切力对内皮细胞产生保护作用ꎻ而在血管曲率较

大的部分及血管分叉处ꎬ血液反流及分流ꎬ剪切力降

低ꎬ可能对粥样损伤起到促进作用[１０]ꎮ 但血流剪切

力对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尚未完全阐明ꎮ
Ｏｋｓｊｏｉ 等[４]ꎬ 通过荧光共染表明在 Ａｓ 的斑块

上ꎬ巨噬细胞表达 Ｃ３ａＲ 胞ꎬ内皮细胞上也存在其表

达ꎬ但关于血管内皮细胞 Ｃ３ａＲ 的表达及激活是如

何调节的仍不清楚ꎮ 人体试验表明ꎬ远端前壁的套

管可以减少平均血流并增加震荡剪切力ꎬ引起内皮

细胞的激活和凋亡[２]ꎮ Ｐｅｔｅｒ 等[１１]ꎬ通过体外实验

观察层流及紊流的血流剪切力对血管内皮细胞功能

的影响ꎬ发现紊流会导致内皮细胞排列紊乱、细胞明

显收缩及细胞的丢失ꎻ但同时这种刺激也会引起内

皮细胞 ＤＮＡ 合成的增加ꎮ 我们通过体外振荡流模

拟血管分支处的血流状态ꎬ并检测其对内皮细胞

Ｃ３ａＲ 表达的影响ꎬ证实振荡流会促进血管内皮细胞

表达 Ｃ３ａＲꎮ
报道已证明炎症促进 Ａｓ 病理过程ꎬ多种炎症因

子和趋化因子的分泌与其发生发展呈成正相关ꎮ 过

敏毒素 Ｃ３ａ 作为补体系统中参与炎症反应的部分ꎬ
已有报道证实 Ｃ３ａ 可以促使人肥大细胞 ＭＣＰ￣１ 等

趋化因子的产生[１２]ꎮ Ｎｉｃｏｌｅ 等[１３]ꎬ采用内皮细胞与

平滑肌细胞共培养体系进行研究ꎬ证实促粥样斑块

血流方式会促使内皮细胞与平滑肌细胞的促炎表

型ꎬ包括 ＶＣＡＭ １ꎬ ＩＬ￣８ꎬＭＣＰ￣１ 的表达增加ꎮ Ｈｅｏ

等[１４￣１５]研究结果提示ꎬ紊流能够改变分泌因子及血

管内皮细胞表面黏附分子的表达ꎬ促进动脉粥样硬

化的发展ꎮ 但剪切力对内皮细胞分泌功能的影响仍

不清楚ꎮ 我们通过体外实验检测趋化因子 ＭＣＰ￣１
及炎症因子 ＩＬ￣１β 及 ＴＮＦ￣α ｍＲＮＡ 水平表达ꎬ发现

振荡流刺激 ６ 小时能促使内皮细胞 ＩＬ ￣１β 及 ＭＣＰ￣１
表达上调ꎬ而刺激 １２ 小时能使 ＴＮＦ￣α 表达上调ꎮ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ꎬ表达 Ｃ３ａ 补体片段 Ｃ３ａ
ｄｅｓＡｒｇ 的患者其内皮细胞黏附分子 ＶＣＡＭ １ꎬＩＣＡＭ
１ 异常表达[１６]ꎮ 我们的结果表明振荡流刺激内皮

细胞会使内皮细胞 Ｃ３ａＲ 表达上调的同时ꎬ也会使

ＶＣＡＭ １ 及 ＩＣＡＭ １ 表达上调ꎮ
综上所述ꎬ我们通过体外振荡流刺激内皮细

胞模型ꎬ探究血流剪切力对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ꎬ
发现能够促进内皮细胞 Ｃ３ａＲ 的表达ꎻ实验进一步

证实振荡流可以促进内皮细胞 ＩＬ￣１β、 ＭＣＰ￣１、
ＴＮＦ￣α、ＩＣＡＭ １ １ 及 ＶＣＡＭ １ １ 的表达ꎮ 提示血流

剪切力可能通过上调血管内皮细胞过敏毒素 Ｃ３ａ
受体ꎬ调节内皮细胞炎症因子及黏附分子表达ꎮ
但是内皮细胞 Ｃ３ａＲ 在体内是如何介导炎症的过

程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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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构建高生物相容性干细胞心脏补片的研究

李 娜　 李 佳　 辛 毅　 张晓霞　 崔 巍　 林 筝　 黄益民　 周 洁　 孔晴宇

　 　 [摘要] 　 目的:去细胞化处理脐动脉构建生物支架ꎬ将小鼠脐带胶样组织间充质干细胞(ＭＣＳ)种
植到生物支架上构建心脏补片ꎬ移植到小鼠心肌梗死区域观察其生物相容性ꎮ 方法:①联合应用胰酶和

胶原蛋白酶处理小鼠脐带动脉组织构建生物支架ꎻ②体外分离并培养小鼠脐带 ＭＣＳ 至第三代ꎬ种植到

生物支架构建心脏补片ꎻ③移植到野生型小鼠皮下 ３ 天后观察免疫反应ꎻ④移植到小鼠心肌梗死区域ꎬ
观察其与原位心肌的融合和血管新生ꎮ 结果:脱细胞化处理后的脐带动脉组织在电镜观察下显示为富

含多孔隙的纤维支架ꎻ荧光染色观察 ＭＳＣ 种植到支架上深入生长到支架的内部并黏附生长ꎻ去细胞化

处理未明显改变脐动脉组织的含水比例[(９５ ３ ± １) ｖｓ. (９４ ９ ± ０ ６)ꎬＰ > ０ ０５]ꎻ与对比组比较ꎬ去细

胞化处理导致组织支架的断裂牵张力显著降低[(０ ２４ ± ０ ０)ｖｓ. (０ １５ ± ０ ０６)ｍＰａꎬＰ < ０ ０５]ꎮ 但是去

细胞化处理未明显改变脐动脉组织的断裂变形率 [(４５ ± １５) ｖｓ. (５３ ± １０)％ ꎬＰ > ０ ０５]ꎻ将裸支架和种

植了干细胞的组织补片分别种植于 Ｃ５７ 野生小鼠的皮下ꎬ３ 日后切片染色ꎬ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裸支架移

植后局部 ＣＤ ＋
４ 淋巴细胞为(１５ ± ２ ４)％ ꎬ 而干细胞补片内仅见少量 ＣＤ ＋

４ 的细胞浸润[(１ ± ０ ４)％ ꎬＰ <
０ ０５]ꎮ 将干细胞补片移植到小鼠急性心肌梗死区 １ 周后ꎬ发现补片与原位心肌的融合性良好ꎬ补片内

部有大量的新生血管生成ꎮ 结论:成功构建心脏补片ꎻ移植到小鼠具有较高的生物相容性ꎬ并与原位心

肌融合性好并有新生血管形成ꎬ为急性心肌梗死的干细胞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ꎮ
[关键词] 　 间充质干细胞ꎻ心脏补片ꎻ脐动脉ꎻ去细胞化处理ꎻ生物相容性ꎻ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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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ｅｒｙ ｓｃａｒｆｆｏｌ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ＳＣ￣ｔｉｓｓｕｅ ｐａｔｃｈｓ ｗｅ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ｃｔｅｄ
ｈｅａｒｔ ａｒｅａꎬ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ｍ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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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ｓｓ ｆｒｏｍ(０ ２４ ± ０ ０５) ｔｏ(０ １５ ± ０ ０６)ｍＰａ (Ｐ < ０ ０５)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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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ｉｓｓ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ｂｙ ｄ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ｗｅｅｋ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ｒａｃｔｅｄ ｈｅａｒｔꎬ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ｔｕ ｈｅａｒｔ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ｗ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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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ｐｏｒｏｕ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ｔ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ＳＣ. Ｔｈｅ ＭＳＣ￣ｃａｒｄａｉｃ
ｐａｔｃｈ 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ｅ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ｎｅ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ꎻ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ｔｃｈꎻ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ꎻＤ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ꎻ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ｃ ｉｎ￣
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联合应用干细胞和生物材料构建高生物相容性

的干细胞心脏补片ꎬ试图改善间充质干细胞(ＭＳＣ)
的局部存活环境并提高 ＭＳＣ 的生物活性ꎬ将为进一

步改善干细胞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和慢性心力衰竭的

临床效果提供可能性[１]ꎮ
ＭＳＣ 具有心肌分化潜能、促进局部血管新生、减

少原位心肌细胞凋亡、旁分泌细胞因子等作用ꎬ被认

为是治疗心肌梗死、慢性心力衰竭的潜力细胞[２￣３]ꎮ
三维立体干细胞组织补片因为将 ＭＳＣ 锚定于梗死

区、有利于血管的新生并为 ＭＳＣ 的存活提供良好的

生存环境ꎬ为进一步改善 ＭＳＣ 的临床治疗效果提供

了可能性 [４]ꎮ 本研究利用去细胞化处理人脐带动脉

构建组织支架ꎬ并种植小鼠 ＭＳＣ 到支架上以构建三

维干细胞补片ꎬ研究干细胞心脏补片的理化特性ꎻ将
心脏补片移植到小鼠的心肌梗死区域ꎬ观察心脏补片

局部的免疫反应以及与原位心肌的融合性ꎮ 期待为

急性心肌梗死的干细胞治疗提供实验依据ꎮ

材料与方法

１. 实验动物及分组:本试验报经首都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２２ 只清洁级ꎬ雄性ꎬ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ꎬ购自斯贝福(北京)实验动物科技

有限公司ꎬ合格证号 ０２８２１２４ꎬ０２８２４０２ꎮ 体质量 １８
~ ２３ｇꎮ 分为三组ꎬ空白对照组(组 １ꎬ６ 只)、空白裸

片组(组 ２ꎬ８ 只)、干细胞补片组(组 ３ꎬ８ 只)ꎬ清洁

级动物实验室普通饲料喂养ꎮ
２. 脐动脉生物支架的制备:脐带组织采自健康剖

腹产术中ꎬ怀孕妇女无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慢
性肝炎、畸形、家族肿瘤等遗传病史ꎮ 产前检查:
ＨＢｅＡｇ(￣)、ＨＢｓＡｇ(￣)、Ａｎｔｉ￣ＨＢｓ( ＋ )、Ａｎｔｉ￣ＨＢｅ( ＋ )、
Ａｎｔｉ￣ＨＢｃ( ＋ )、Ａｎｔｉ￣ＨＣＶ(￣)、Ａｎｔｉ￣ＨＩＶ(￣)、梅毒(￣)ꎮ

利用手术器械完整分离脐动脉ꎬ纵轴剖开成片

状ꎬ置于灭菌处理的滤纸上ꎬ用打孔器制备直径为

５ｍｍ 的组织片ꎬ置于 ３７℃的混合酶中(０ １２５％胰酶

＋ １％胶原酶 ＋ １％ Ｔｒｉｔｏｎ１００) １０ 分钟ꎬ震荡摇匀ꎮ
胎牛血清终止消化酶反应ꎬ３０ｍＬ ＰＢＳ 清洗三次ꎮ 每

片组织片置于 ２４ 孔培养板的一个培养孔中待用ꎮ
３. 小鼠脐带胶样组织 ＭＳＣ 的分离、培养和鉴

定:将孕鼠的脐带组织剪成 １ｍｍ３ 的组织块ꎬ １％ 胶

原酶处理 １０ 分钟ꎬ 细胞悬液用 ＰＢＳ 清洗 ３ 次ꎬ 换

上 １０％ ＦＢＳ 的 ＤＭＥＭ 培养基 ３７℃、５％的 ＣＯ２ 箱中

培养 ２４ 小时ꎬ隔日更换培养基ꎮ 第 ３ 天贴壁细胞基

本铺满皿底ꎬ用 ０ ２５％ＥＤＴＡ￣胰酶消化ꎬ按 １:３ 传代

培养ꎬ隔天更换培养基直至第 ３ 代ꎮ 利用流式细胞

仪( ＢＤ ＬＳＲ Ｆｏｒｔｅｓｓａ ) 检测 ＭＳＣ 细胞表面抗原

ＣＤ１０５、ＣＤ７３、ＣＤ９０、ＣＤ４５、ＣＤ３４、ＣＤ１４、或 ＣＤ１１ｂ、
ＣＤ７９ａ、ＣＤ１９ 和 ＨＬＡ￣ＩＩ 的表达阳性率ꎮ ＭＳＣ 的成

骨、成脂分化实验利用 ＣＨＥＭＩＣ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商
品化试剂盒检测ꎮ

４. 利用脐动脉支架ꎬ构建 ＭＳＣ 心脏补片:用
０ ２５％ＥＤＴＡ￣胰酶消化第 ３ 代 ＭＳＣ 细胞ꎬＰＢＳ 清洗

２ 遍ꎬ重悬于 １０％ 胎牛血清的 ＤＭＥＭ 培养基 ＋ １％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 中配制成 ５ × １０６ / ｍＬ 干细胞悬液ꎮ 非常缓

慢的将 １ｍＬ 细胞悬液滴于组织补片上ꎬ静置 １０ 分

钟使细胞充分沉降于组织支架上ꎮ 培养箱中培养 ３
天后进行物理特性测定ꎬ并进行小鼠活体移植实验ꎮ

５. 去细胞化处理后的脐动脉理化特性评价:①
脐动脉支架的延伸特性的评价:去细胞化处理前和

处理后的脐动脉均切割成 ２０ｍｍ 长ꎬ３ｍｍ 直径的组

织ꎬ 两侧固定进行牵张力测定( Ｉｎｓｔｒｏｎ â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ꎬ Ｍｏｄｅｌ ５９６６ꎬ Ｕ. Ｓ )ꎮ 拉 力 从

０ ００５Ｎ 开始增加ꎬ样本延伸直至断裂ꎮ 断裂拉力由

Ｂｌｕｅｈｉｌｌ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软件进行分析 ( Ｉｎｓｔｒｏｎ â

ꎬＵ. Ｓ. )ꎮ 起始长度为 ＬＩꎬ 断裂时的长度为 ＬＦꎬ延伸

百分比为(ＬＦ￣ＬＩ) / ＬＩꎮ 每组至少测定 ５ 个样本ꎬ结
果显示为均值 ±标准差ꎮ ②脐动脉支架的含水量测

定:去细胞化处理前和处理后的脐动脉利用电子秤

称质量ꎮ 样本在风干冷冻机(Ｍｏｄｅｌ ＤＦ￣１Ｅ￣５０ꎬ Ｂｏｙ￣
ｉｋａｎｇ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中完全干燥化处理 ４８ 小时ꎬ
再次称质量(ｗ)ꎮ 样本的含水量为 (Ｗ 干燥前￣Ｗ
干燥后) / Ｗ 干燥前ꎮ

６. 干细胞补片移植实验及免疫细胞浸润的病理

学观察:背部皮下移植裸片或干细胞补片 ３ 天后ꎬ将
小鼠麻醉ꎬ取移植组织及周围组织甲醛固定ꎬ石蜡包

埋、切片ꎬＨＥ 染色ꎬＬｅｉｃａ ＤＭ ６０００Ｂ 光学显微镜观

察组织病理学改变ꎮ
７. 干细胞心脏补片移植到小鼠的心肌梗死区: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麻醉下进行冠状动脉前降支结扎造成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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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肌梗死模型ꎬ将干细胞补片移植到小鼠的心肌

梗死区域ꎬ关胸ꎮ １ 周后取小鼠心脏组织ꎬＨＥ 染色ꎬ
显微镜下观察干细胞补片与原位心肌的融合情况ꎮ

８.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统计软件ꎮ 计

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ꎮ 三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优化去细胞化处理技术:为优化去细胞化处

理技术ꎬ 我们分别比较了不同浓度的胰酶(０ １％ ￣.
０５％ )和胶原酶 ＩＩ(０ １％ ￣. ０５％ )的比例对脐动脉内

壁细胞的脱细胞化的作用时间和效果ꎮ 我们发现利

用 ０ ２５％胰酶和 ０ ２％胶原酶 ＩＩ 溶解ꎬ在 ＰＢＳ 里的

消化酶混合液可以在 １０ 分钟的水浴条件下ꎬ彻底地

使内皮细胞脱失ꎬ 并且保持组织支架结构完整ꎮ
２. 脐动脉经去细胞化处理后形态结构:脐动脉

经标准化打孔切割为直径为 ５ｍｍ 的圆形组织(图
１Ａ)ꎬ组织表面覆盖内皮细胞(图 １Ｂ)ꎮ 经去细胞化

处理后ꎬ组织表面细胞全部脱离ꎬ保持组织支架(图
１Ｃ)ꎮ 将组织片冰冻切片后扫描电镜下观察组织片

的结构ꎬ证实补片为内部相互交通的多空隙结构ꎬ
孔隙面积占总面积百分比为(６５ ± ４ ６)％ ꎬ孔隙的

直径(４５ ± １０) μｍꎬ适合于细胞的生长和黏附(图
１ＤꎬＥ)ꎮ 将第三代的小鼠脐带 ＭＳＣ 种植在此组织

支架上ꎬ细胞在一小时后开始黏附在支架表面ꎬ 并

渗透入组织支架内部(图 １Ｆ)ꎮ

图 １　 去细胞化处理人脐动脉构建组织支架　 Ａ:利用标准打孔器将脐带组织切割为直径 ５ｍｍ 的圆形组织片ꎻＢ:未处理的组织经

苏木精染色ꎬ倒置显微镜下观察表面覆盖内皮细胞ꎻＣ:经去细胞化处理后ꎬ组织表面的细胞全部脱落ꎬ 呈空隙样结构ꎻＤ、Ｅ:扫描电

镜下观察ꎬ去细胞化处理后的脐带动脉组织为相互交通的空隙结构ꎻＦ:将小鼠的脐带 ＭＳＣ 种植在此生物支架上ꎬ细胞黏附好ꎬ并渗

透入组织片内部生长

图 ２　 ＭＳＣ 表面生物学特性检测　 Ａ:倒置显微镜下成克隆形态生长的 ＭＳＣ 形态为长梭形ꎻＢ:ＭＳＣ 经向脂肪细胞分化ꎬ有 ９８ ４％的

细胞质出现红染脂滴ꎻＣ:ＭＳＣ 经向成骨细胞分化诱导后有 ９５ ２％的细胞质出现成骨细胞特异性红染ꎻＤ:Ｐ３ 的 ＭＳＣ 抗原表型的结

果为 ＣＤ４５(０ ５％ )ꎬＣＤ３４ (０ １％ )、ＨＬＡ￣ＤＲ(０ ０５％ )ꎻ ＣＤ７３(９９ ４％ )、ＣＤ９０(９９ ５％ )、ＣＤ１０５ (９９ ２％ )

３. ＭＳＣ 的细胞表型鉴定和分化潜能检测:小鼠

脐带 ＭＳＣ 的生长形态与文献中报道的形态一致[４]ꎬ
长梭形类似成纤维细胞形态(图 ２Ａ)ꎮ 经向成脂细

胞诱导分化ꎬ有 ９８ ４％ 的细胞质出现红染脂滴ꎬ但
分化程度不均一(图 ２Ｂ)ꎻ有 ９５ ７％ 的细胞成骨细

胞染色阳性(图 ２Ｃ)ꎬ但有少量细胞染色较浅ꎬ提示

细胞分化程度不同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培养的第 ３ 代

小鼠脐带胶样组织 ＭＳＣ 具有极高的分化潜能ꎬ其成

脂肪和成骨细胞的分化率都﹥ ９５％ ꎮ
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ꎬ培养第 ３ 代细胞表

面的ＭＳＣ 特异性抗原 ＣＤ７３、ＣＤ９０ 和 ＣＤ１０５ 表达强

阳性ꎬ其纯度分别达到 ９９ ４％ 、１００％ 和 ９９ ９％ ꎻ而
表面抗原 ＣＤ３４、ＣＤ４５ 和 ＨＬＡ￣ＤＲ 的表达水平分别

为 ０ ５％ 、０ １％ 、０ ０５％ (图 ２Ｄ)ꎮ 证明培养的第 ３
代 ＭＳＣ 符合 ＭＳＣ 的细胞表型特征ꎮ

４. 去细胞化处理的脐动脉理化特性检测:(１)
断裂张力和变形张力的测定:脱细胞处理前后的脐

动脉在缓慢增加的牵张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形ꎬ牵张

测力仪记录了组织发生变形时的张力ꎮ 脐动脉的断

裂牵张力为(０ ２４ ± ０ ０５)ｍＰａꎮ 去细胞化处理导致

组织支架的断裂牵张力下降为(０ １５ ± ０ ０６)ｍＰａꎬ
断裂张力与原脐动脉组织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但是去细胞化处理未明显改变脐动脉组织

的变形张力 (４５ ± １５)％ ｖｓ. (５３ ± １０)％ (Ｐ > ０ ０５ꎬ
图 ３)ꎮ

(２)脐动脉含水量测定:利用速冻脱水前后称重

的方法检测ꎬ去细胞化处理后的脐动脉组织支架仍然

保持(９５ ３ ± １)％ 的含水量ꎬ与脐动脉组织(９４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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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脐动脉去细胞化处理前后的理化特性 　 图 ４ 　 去细胞化处理的脐动脉与小鼠 ＭＳＣ 联合构建的补片组织异体移植后对

ＣＤ４ ＋ 淋巴细胞的浸润情况的观察　 Ａ:未处理的人脐动脉移植入小鼠的皮下组织ꎬ内部可见 ＣＤ４ ＋ 细胞的浸润ꎻＢ:干细胞补片移

植后组织内仅见少量 ＣＤ４ ＋ 的细胞浸润ꎮ 注:红色荧光为 ＣＤ４ ＋ 淋巴细胞ꎮ 蓝色荧光为 ＤＡＰＩ 染的细胞核　 图 ５　 干细胞组织补

片移植到小鼠心肌梗死区域的组织融合以及干细胞补片内部新生血管的观察　 Ａ:干细胞组织补片移植到小鼠心肌梗死区域 １
周后ꎬ取心脏组织ꎬ观察干细胞补片与原位心急组织融合性良好ꎻＢ:ＣＤ３１ 免疫组化染色血管内皮细胞ꎬ干细胞补片内部有较大

量的新生血管

０ ６)％的含水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ꎮ
５. 干细胞组织补片的生物相容性检测:为进一

步检测此干细胞补片的生物相容性ꎬ将未处理的脐

动脉组织和脱细胞处理后构建的干细胞补片移植在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野生小鼠的皮下组织ꎬ ３ 天后取移植的组

织ꎬ 冰冻切片免疫荧光染色 Ｔ 淋巴细胞ꎬ共聚焦显微

镜下观察组织内的 ＣＤ ＋
４ 细胞ꎬ 发现未处理的脐动脉

内有 ＣＤ４ ＋ 淋巴细胞的浸润(１５ ± ２ ４)％ꎬ而干细胞

补片内仅见少量 ＣＤ ＋
４ 的细胞浸润(１ ± ０ ４)％ (Ｐ <

０ ０５)ꎮ 本结果证明ꎬ经去细胞化处理脐动脉加 ＭＳＣ
构建的高生物相容性的干细胞补片ꎬ 在小鼠异体移

植情况下ꎬ 未引起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图 ４)ꎮ
６. 干细胞组织补片移植到小鼠心肌梗死区域的

组织融合:将干细胞组织补片移植到小鼠心肌梗死

区域 １ 周后ꎬ取心脏组织ꎬ 干细胞补片与原位心肌

融合良好(图 ５Ａ)ꎮ ＣＤ３１ 免疫组化染色内皮细胞ꎬ
观察干细胞补片局部的新生血管发现补片内部形成

了较多的血管(图 ５Ｂ)ꎬ 分布较均匀ꎬ提示干细胞补

片在小鼠体内成活ꎬ能够提供干细胞充足的养分ꎬ改
善了干细胞的局部生存环境ꎮ

讨　 论

干细胞心脏补片可以通过提供三维立体结构改

善干细胞的生存环境和维持干细胞的生物活性ꎬ可
能成为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有效手段ꎮ 目前认为ꎬ
构建干细胞心脏补片的生物材料应满足以下生物学

特性:富含相互交通的孔隙结构ꎻ亲水性强(以利于

细胞黏附和生长)ꎻ结构稳定ꎬ能够承受心脏组织的

牵张力ꎻ高生物相容性并可以与局部组织融合或适

当时间后可降解ꎻ良好的弹性已便于与心脏组织同

步收缩和舒张ꎮ 另外ꎬ生物材料还需要具有容易获

得ꎬ免疫原型低等特性ꎮ 人工合成材料虽然可以比

较精细地控制聚合物原料的分子量ꎬ亲水性和机械

力特性ꎮ 但是合成材料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伸缩性和

弹性较差ꎬ与心肌组织收缩和舒张的同步性差ꎮ 目

前常用的合成材料主要为聚合丙交酯 ( 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ｓ
ｌａｃｔｉｄｅꎬＰＬＡ) 和聚合乙交酯 ( 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ｓ ｇｌｙｃｏｌｉｄｅꎬ
ＰＬＧ)或者二者的混合物(ＰＬＧＡ) [５]ꎮ 纳米技术将合

成材料纳米化进一步加强了合成材料的优势ꎮ 心肌

细胞的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胶原蛋白 Ｉ 和 ＩＩＩꎮ 其

中胶原蛋白 Ｉ 主要提供结构支架确保心脏的组织强

度和韧性ꎮ 天然来源的聚合物胶原蛋白和藻酸盐等

虽然是细胞黏附改善ꎬ但是机械应力较差ꎮ 为了改

善合成材料的弹性ꎬ科学家将合成材料和天然多聚

物(胶原蛋白ꎬ藻酸盐等)进行混合加工ꎬ既满足了

细胞黏附和分化的要求ꎬ又改善了组织补片的机械

应力ꎮ 但是动物来源的蛋白的应用又增加了污染的

可能性ꎬ不同批次间的差异使临床应用受到了限

制[６]ꎮ 另外ꎬ组织内的孔径的大小也是决定移植后

新生血管长入补片ꎬ使补片成活的重要因素ꎬ 目前

认为 ５０ ~ １００μｍ 孔径完全能够满足血管的新生过

程[７]ꎮ 本研究利用去细胞化处理的脐动脉组织构

建的心脏补片支架满足以上的条件:三维多孔ꎬ孔径

在 ５０μｍ 左右ꎬ亲水性适于细胞黏附生长ꎮ 去细胞

化处理使组织的断裂牵张力下降ꎬ 但是变形比例无

明显变化ꎮ 我们利用仪器测算的断裂牵张力值较

小ꎬ主要是断裂牵张力数值体现的是最薄弱点的断

裂应力ꎬ而组织片的整体在不承受突然应力的情况

下ꎬ能够承受的应力较大ꎮ 本研究将去细胞化处理

前和处理后的组织片移植到野生小鼠的皮下ꎬ发现

未去细胞化处理的补片能够引起局部的免疫反应ꎬ
移植的组织内部发现较大量的 ＣＤ ＋

４ 淋巴细胞浸润ꎮ
而去细胞化处理的补片组织内部未见明显的 ＣＤ ＋

４

细胞浸润ꎬ 说明去细胞化处理可以有效地去除异体

细胞和致敏原ꎬ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ꎬ能够有效地

降低异体移植的免疫排斥反应ꎮ ＭＳＣ 本身具有免

疫调节作用ꎬ异体移植对大鼠的 Ｔｈ１、Ｔｈ２ 轴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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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８]ꎬ将人的脐带胶样组织来源的 ＭＳＣ 注射入大

鼠体内未发现明显的血液生化指标的变化[９]ꎮ 利用

ＭＳＣ 与去细胞化处理的脐动脉共同构建的组织补

片异体移植未见明显的淋巴细胞浸润ꎬ说明本技术

可能为异体移植提供可能性ꎮ 将构建的干细胞补片

移植到小鼠的急性心肌梗死区域 １ 周后干细胞心脏

补片与原位心肌融合性好ꎬ并且补片内部观察到较

大量的新生血管ꎬ说明本研究构建的心脏补片为干

细胞的局部生存环境提供较好的养料供应ꎬ能够改

善干细胞的生存环境和较长时间的保持良好的生物

学功能ꎮ 但本研究的观察时间为急性心肌梗死模型

后 １ 周ꎬ对心脏功能、心室重构的影响尚需要更长时

间的观察ꎬ进一步的实验目前正在进行过程中ꎮ
综上所述ꎬ我们通过优化去细胞化的操作ꎬ将脐

带动脉构建成为直径为 ５ｍｍ 的高生物相容性、多孔

隙的亲水性组织支架ꎬ适于细胞的黏附和生长ꎮ 但

是本研究的技术缺陷是脐动脉的平展面积较小ꎬ最
大的补片直径为 ５ｍｍꎬ 仅能满足小动物实验的需

求ꎬ无法进行大动物实验或临床实验ꎮ 所以进一步

寻找新的生物材料ꎬ优化操作将是我们未来研究的

重点ꎮ 本技术为组织工程构建干细胞心脏补片提供

适宜的生物支架ꎬ将有利于优化干细胞移植生长三

维环境、改善干细胞的生物活性和分化能力ꎬ为急性

心肌梗死的干细胞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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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主动脉夹层(ａｃｕｔｅ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ꎬＡＡＤ)系血液经

主动脉内膜撕裂口冲入其囊样变性的中层ꎬ形成夹层血肿ꎬ
并随血流压力的驱动在主动脉内扩展ꎬ导致主动脉中层剥离

的心血管急症ꎮ ＡＡＤ 的年发病率约为 ５ ~ １０ / １０ 万[１] ꎬ发病

后 ２ 周内为本病急性期ꎬ手术是主要的治疗方法ꎬ但由于围

术期并发症多ꎬ明显影响此类患者预后ꎮ 其中ꎬ急性肺损伤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ＡＬＩ)是临床较常见并发症之一ꎮ
ＡＬＩ 是指由心源性以外的各种肺内外致病因素导致的

急性进行性呼吸衰竭ꎬ以弥散性肺泡上皮细胞损伤和毛细血

管渗透性增加为特征ꎮ ＡＬＩ 是 ＡＡＤ 围术期主要并发症之一ꎬ
发生率将近 ５０％ [２] ꎬ明显高于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ꎬ这与主

动脉夹层疾病本身的病理生理变化剧烈、体外循环时间长、
深低温停循环过程及血制品的大量输注有关ꎮ 并发 ＡＬＩ 的
夹层患者ꎬ带管时间及在 ＩＣＵ 停留时间显著延长ꎬ增加医疗

资源的消耗ꎬ增加病死率ꎬ影响远期预后ꎮ 研究 ＡＬＩ 的危险

因素及发病机制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危险因素及发病机制

肺脏是体内唯一接受全部心输出量的器官ꎬ富含中性粒

细胞ꎬ也是全身静脉血必经的巨型滤器ꎮ 体外循环手术期间

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ꎬ在主动脉开放时都要经过肺循环进入

体内ꎮ 肺毛细血管平均内径小于体循环平均水平ꎬ这使有害

物质易于在肺内聚集ꎬ造成肺组织损害ꎻ同时肺脏也是一个

开放的器官ꎬ肺泡经各级支气管、气管与外界相通ꎬ 这使得

肺脏易受到内源性和外源性有害因素的影响而受到损伤ꎮ
除普遍接受的危险因素(如吸烟史、高龄、ＢＭＩ > ２５(ｋｇ /

ｍ２)、胸廓完整性的破坏)外ꎬＡＡＤ 导致的肺损伤有其特殊

性ꎬ其中炎症反应、凝血系统功能紊乱及缺血再灌注损伤是

目前比较被认可的发生机制ꎮ ＡＡＤ 患者远端组织器官缺血￣
再灌注损伤ꎬ主动脉中层暴露导致的凝血纤溶系统功能紊乱

以及过度的炎症反应等因素均可导致术前低氧血症发生ꎬ而

体外循环(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ꎬＣＰＢ)期间肺的缺血再灌

注损伤、炎症反应的级联瀑布效应及凝血功能的改变等可进

一步加重肺的病理性改变ꎮ
１. 炎症反应:ＡＡＤ 发生时主动脉内膜撕脱ꎬ血液流入假

腔与主动脉中层细胞外基质接触导致炎症细胞激活ꎬ释放一

系列炎症因子ꎮ Ｌｕｏ 等[３]认为ꎬ炎症反应本身参与 ＡＡＤ 的发

生发展ꎮ 炎症反应导致患者在术前就伴有不同程度的肺功

能受损ꎬ而术前氧合指数 < ２０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是
围术期 ＡＬＩ 发生的危险因素[４] ꎮ ＣＰＢ 期间ꎬ血液与异物表面

广泛接触、肝素￣鱼精蛋白的应用、低温、非搏动性灌注、切应

力对血液的损伤、血液中各种栓子及内毒素等多种因素激活

血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及血小板等)、血浆蛋白(补
体、凝血及纤溶和激肽系统)和血管内皮细胞(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ｎｄｏ￣
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ꎬＶＥＣ)ꎬ释放多种体液因子和细胞因子ꎬ形成复杂

的炎症级联反应ꎮ 炎症反应在肺部表现为 ＶＥＣ 损伤和微血

管通透性增加ꎬ导致顺应性降低、肺内分流增加和顽固性低

氧血症ꎮ Ｋｏｍｕｋａｉ 等[５]和 Ｓｕｇａｎｏ 等[６] 都报道了 Ｃ 反应蛋白

是 ＡＡＤ 患者氧合功能受损的预测指标ꎬ提示 ＡＡＤ 继发的炎

症反应与氧合功能下降相关ꎮ Ｌｉｔｍａｔｈｅ 等[７] 研究显示ꎬ除
ＣＰＢ 外ꎬ内皮细胞、白细胞及淋巴细胞的提前激活在全身炎

症反 应 综 合 征 (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ＳＩＲＳ)的发生中也是重要的激发因素ꎬ这也许是主动脉手术

后肺损伤高发的原因ꎮ
２. 凝血系统功能紊乱:凝血系统功能紊乱是 ＡＬＩ 病理生

理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凝血系统的激活既是肺损伤的结果

也是导致肺损伤进展的因素ꎮ 孙博等研究显ꎬＡＡＤ 围术期发

生 ＡＬＩ 的患者ꎬＤＤ 水平较高ꎬ且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负相关示[８] ꎬ
表明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ＡＤ 围术期的肺损伤与凝血功能紊乱相

关ꎮ ＡＡＤ 发生后ꎬ主动脉内皮细胞暴露ꎬ组织因子释放ꎬ激活

凝血系统ꎬ使纤维蛋白原及纤维蛋白活化ꎬ同时由于假腔内

血流速度缓慢ꎬ容易形成血栓导致纤溶系统亢进ꎮ ＣＰＢ 时血

液与人工管道的广泛接触、大量预充液引起的血液稀释、血
小板数量减少及功能障碍、凝血系统的激活、纤溶系统的亢

进、肝素及鱼精蛋白的使用和低体温等都会导致凝血功能紊

乱ꎮ 纤维蛋白原会使内皮细胞通透性增加ꎬ渗漏增加ꎮ 促凝

环境可以通过促进肺泡内间质纤维蛋白沉积ꎬ使内皮细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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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ꎬ促使 ＡＬＩ 的发生ꎬ同时肺泡内弥漫性纤维蛋白沉淀会进

一步放大肺部的炎症反应ꎮ 有研究证实继发纤溶亢进也会

加重肺损伤ꎬＣｏｈｅｎ 等[９] 研究显示创伤后纤溶亢进使血中

ＨＭＧＢ１ 含量增加ꎬ而后者又与肺损伤正相关ꎮ
多项研究显示ꎬ血液制品输注 > ２ ０００ｍＬ 为 ＡＬＩ 的危险

因素[４￣１０] ꎮ ＡＡＤ 外科治疗手术时间长ꎬ出血多ꎬ往往导致贫

血、血小板及凝血因子减少ꎬ出现凝血异常ꎬ在临床处理中多

数需要输血ꎮ 输注血液制品除了可以通过影响凝血功能而

导致 ＡＬＩ 外ꎬ还可直接导致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ꎬＴＲＡＬＩ)ꎮ 其发生机制主要包括特异

抗原抗体反应和生物活性物质作用于肺血管的内皮细胞ꎬ产
生炎症反应ꎬ使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和肺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加ꎬ发生肺水肿[１１] ꎮ 含血浆丰富的血制品(如新鲜冰冻血

浆、血小板)引起 ＴＲＡＬＩ 的风险相对较大ꎬ特别是当输注的

血浆来自于不同供者时ꎬ而红细胞的输注会引起剂量依赖性

的肺渗透性增加[２] ꎮ
３. 缺血再灌注损伤:ＡＡＤ 在夹层形成过程中ꎬ主动脉分

支血管阻塞使相应供应区域的血流受到影响ꎬ如头臂干动

脉、肋间动脉、肾动脉、肠系膜动脉及髂动脉等ꎬ引起相应组

织缺血及灌注不良ꎬ血管再通导致再灌注过程并可诱发再灌

注损伤ꎬ术前多组织灌注不良是围术期 ＡＬＩ 的危险因素之

一ꎮ Ｇｉｒｄａｕｓｋａｓ 等[１２]研究显示ꎬＡＡＤ 患者术前存在脏器低灌

注可增加 ＡＬＩ 发生的风险ꎮ 急性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主动脉夹层可

累及升主动脉ꎬ病变范围广ꎬ病情重ꎬＡＬＩ 的发生率更高ꎬ有
研究显示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夹层是 ＡＡＤ 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

因素[１３] ꎮ
生理情况下ꎬ支气管动脉血流占肺全部血流的 １％ ~

３％ ꎬ即使在 ＣＰＢ 低温期间肺脏的氧耗也为全身氧耗的 ５％ ꎬ
肺脏血流及组织三磷酸腺苷(ＡＴＰ) 含量分别降低至术前的

１１ ％ 和 ５０ ％ ꎻ支气管血流也会明显降低ꎬ仅为基础值的

１３％ ꎬ且在 ＣＰＢ 之后 ｌｈ 方可会升至基础水平[１４] ꎮ 因此当支

气管动脉血流不能满足肺脏代谢需求时即可引起肺缺血性

损伤ꎬ由于肺脏组织处于缺血缺氧状态ꎬ代谢底物不足、细胞

内 ＡＴＰ 生成减少ꎮ 在心跳复苏、肺循环开放后ꎬ多种途径包

括氧自由基大量产生、钙离子超载及能量代谢异常等均可直

接损害肺组织细胞ꎬ 导致缺血再灌注损伤ꎮ Ａｎｄｒｅｓｅｎ 等[１５]

研究表明ꎬ危重病患者缺血再灌注损伤所致的活性氧增加和

抗氧化剂减少与 ＡＬＩ 严重程度密切相关ꎮ
二、防治进展

目前围术期肺保护的方法主要包括药物、体外循环方法

和技术的改进、肺动脉灌注及保护性肺通气策略等ꎬ但临床

效果均不甚理想或操作实施困难ꎮ 现将有关药物方面的进

展总结如下:
１. 乌司他丁:中性粒细胞在肺内聚集、激活ꎬ并通过“呼

吸爆发”释放氧自由基、蛋白酶和炎性介质是 ＡＬＩ 发病的重

要细胞学机制ꎮ 因此促进中性粒细胞凋亡及抑制中性粒细

胞的功能有可能成为 ＡＬＩ 的治疗手段之一ꎬＦｕｒｕｓａｗａ 等[１６]

的研究就证实了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抑制剂可以有效减

轻 ＡＡＤ 患者术后呼吸功能衰竭ꎮ 乌司他丁是一种广谱的水

解酶抑制剂ꎬ可以稳定溶酶体膜ꎬ抑制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

酶活性及纤维蛋白的分解ꎬ减少 ＩＬ￣６、ＩＬ￣８ 的产生ꎬ同时还有

清除氧自由基的作用ꎬ可使肺脏的损伤减轻ꎮ Ｘｕ 等的研究

显示乌司他丁可缓解深低温停循环后的肺损伤ꎬ改善肺功

能ꎬ从而缩短患者的带管及在 ＩＣＵ 停留时间[１７] ꎮ
２. 糖皮质激素:炎症反应是围术期 ＡＬＩ 的重要机制ꎮ 糖

皮质激素是抑制炎症反应的常规药物ꎬ具有强大的抗炎作

用ꎮ 在炎症早期ꎬ能增高血管的紧张性、减轻充血、降低毛细

血管的通透性ꎬ同时抑制白细胞浸润及吞噬反应ꎬ减少各种

炎症因子的释放ꎮ 糖皮质激素抗炎作用的基本机制是基因

效应ꎬ其机制为:①诱导炎症抑制蛋白的表达ꎬ阻断炎症介质

的产生ꎻ②抑制炎性因子如 ＴＮＦ￣α、ＩＬ￣１、ＩＬ￣２、ＩＬ￣６ 及 ＩＬ￣８ 等

的产生ꎬ在转录水平上抑制黏附分子的表达ꎬ并影响其生物

效应的发挥ꎻ③诱导炎症细胞的凋亡ꎮ 常用药物为甲泼尼龙

和地塞米松ꎮ
３. 氨甲环酸:凝血功能紊乱是导致围术期 ＡＬＩ 的重要因

素ꎮ 氨甲环酸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纤溶制剂ꎬ可以通过①抑

制纤溶酶原活化ꎻ②抑制血小板激活与损耗减少围术期的出

血ꎬ发挥血液保护作用[１８] ꎬ从而减少肺部并发症的发生ꎮ
４. 依达拉奉: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重要机制之一为氧自由

基的产生ꎮ 依达拉奉是一种新型的氧自由基清除剂和抗氧

化药ꎬ可抑制自由基对体内多脏器的作用ꎬ减轻缺血再灌注

损伤ꎮ Ｃｈｅｎｇ 等[１９]的研究显示依达拉奉可以抑制肺泡Ⅱ型

细胞的氧化应激反应导致的肺损伤ꎬ这对于夹层围术期的

ＡＬＩ 具有重要的预防作用ꎮ
５. 氙气:麻醉药物的应用是围术期的重要环节ꎮ 已有研

究证实卤族吸入类麻醉剂在高浓度时可通过预处理与后处

理对肺的缺血再灌注损伤产生保护作用ꎬ但其对循环系统的

抑制作用及对组织细胞的促凋亡作用限制了其脏器保护作

用的广泛应用[２０] ꎮ 氙气是一种近乎于理想的麻醉气体ꎬ对
循环系统无抑制作用ꎬ且对缺血再灌注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和

抑制凋亡作用ꎬ但昂贵的价格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ꎮ 近年

来由于氙气分离提取技术的提高及氙气循环工作站的开发ꎬ
使其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ꎮ 离体和在体实验证实了氙气对

脑神经元和脑组织缺血再灌注损伤有预处理[２１] 、后处理和

延迟后处理的保护作用[２２] ꎮ 其具体作用机制还不清楚ꎬ被
认为与:①ＮＭＤＡ、ＡＭＰＡ 受体阻断作用[２３] ꎻ②调节细胞损伤

和抗损伤通路的平衡(包括 ＰＩ３Ｋ￣Ａｋｔ、ＭＡＰＫ ￣ＥＲＫ 信号通

路ꎬ即 ＲＩＳＫ 通路等)缓解细胞坏死和凋亡作用[２４] ꎻ③开放

ＫＡＴＰ 和 ＴＲＥＫ(双孔钾通道) [２５] ꎻ④调节炎症反应等作用有

关[２６] ꎮ 氙气的这些性质使其在对夹层患者的麻醉具有独特

的优势ꎮ 关于氙气对肺脏缺血再灌注的损伤是否有预防作

用尚未见相关报道ꎬ氙气对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预防机制也有

待进一步研究ꎮ
三、总结及展望　 尽管 ＡＡＤ 术后呼吸衰竭病死率占总

体病死率的 ３３％ ~５０％ ꎬ但关于 ＡＡＤ 围术期 ＡＬＩ 的临床研

究仍然较少ꎮ ＡＡＤ 围术期 ＡＬＩ 的机制尚未完全明了ꎬ推测是

０２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患者自身的易感因素ꎬＡＡＤ 导致

的炎症反应、凝血系统激活及缺血再灌注损伤使患者在术前

就伴有不同程度的肺损伤ꎬ而手术本身、体外循环及深低温

停循环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加重了肺损伤ꎮ 以上因素之间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导致了 ＡＬＩ 的发生ꎮ 从抑制炎症反

应、调节凝血功能及预防缺血再灌注损伤者三方面入手ꎬ或
许可成为对高危患者围术期 ＡＬＩ 预防及辅助治疗的重要

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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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颤动是临床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ꎬ发病率随着

年龄增加呈升高趋势[１] ꎬ其并发症能够引起严重的致残致死

事件ꎮ 目前认为心房颤动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ꎬ其发

生有其触发因素和维持机制ꎬ包括自发异位起搏和多发子波

折返ꎮ 心房颤动时心房发生电重构和结构重构ꎬ随着病程的

进展ꎬ左心房结构改变和功能受损[２] ꎬ引起左心功能下降ꎬ严
重时诱发心力衰竭ꎮ 同时心房不规律的收缩及血流状态的

改变可以引起左心房附壁血栓形成ꎬ导致栓塞事件ꎮ 而慢性

心房颤动具有难转复窦律ꎬ易复发的特点ꎮ 因此ꎬ有效的预

防和治疗手段对心房颤动患者尤为重要ꎬ这些则依赖于对心

房颤动发病机制的深入了解ꎮ
一、电重构的分子机制

正常心肌的有效不应期会随着激动频率的改变而出现

适应性的改变:心房激动频率增快则有效不应期缩短ꎻ心房

激动频率减慢则有效不应期延长ꎮ 心房颤动时ꎬ快速心房速

激动引起心房肌电生理特性的改变ꎬ心房有效不应期适应性

改变能力减弱、逆转或消失ꎬ动作电位时间(ＡＰＤ)缩短ꎬ不应

期离散度增加和频率适应性减退ꎬ导致心房颤动的频发ꎬ最
终转为慢性房颤ꎮ Ｗｉｊｆｆｅｌｓ 等[３]将心房颤动时心房这种电生

理特性的改变称为心房电重构ꎮ 正常心脏的电生理特性主

要由离子通道ꎬ离子泵和离子交换体参与和调节ꎬ心房电重

构时这些因素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ꎮ 目前认为心房颤动

时心房电重构时分子水平上的改变主要包括离子循环异常

以及缝隙连接蛋白重构ꎮ
１. 钙离子循环异常

心房颤动时细胞浆中钙超载就是心房电生理重构、心房

机械功能下降的重要因素[４] ꎮ 心房颤动早期ꎬ快速的心房激

动使 Ｌ 型 Ｃａ２ ＋ 通道开放时间增加ꎬ进入细胞内的 Ｃａ２ ＋ 随之

增多ꎬ细胞内 Ｃａ２ ＋ 浓度升高则负反馈地引起 Ｌ 型 Ｃａ２ ＋ 内流

减少和失活加速ꎬ从而 Ｌ 型 Ｃａ２ ＋ 电流下降[５] ꎬ导致动作电位

时程(ＡＰＤ)缩短以及 ＡＰＤ 频率适应性下降等电生理现象ꎮ

心房颤动早期心肌细胞内的钙超载能够激活 Ｃａ２ ＋ /钙调素依

赖性蛋白激酶Ⅱ(ＣａＭＫⅡ)和 ｃＡＭＰ 依赖蛋白激酶(ＰＫＡ)ꎬ
使 ＲｙＲ２ 受体和 ＰＬＢ 磷酸化ꎬ磷酸化使 ＲｙＲ２ 受体数目上调ꎬ
开放率增加以及 ＰＬＢ / ＳＥＲＣＡ２ａ 聚合体解聚ꎬＳＥＲＣＡ２ａ 对

Ｃａ２ ＋ 的亲和力增加ꎬβ￣肾上腺素激活也会触发这些相关的反

应[６￣８] ꎮ 持续的钙超载和 ＣａＭＫⅡ激活造成 ＲｙＲ２ 舒张期钙

渗漏ꎮ 舒张期细胞内的过量的 Ｃａ２ ＋ 被细胞膜上的钠钙交换

体(ＮＣＸ)跨膜转运ꎬ产生内向的净钠电子流ꎬ造成延迟后复

极ꎬ进而引起局灶异位激动ꎬ进一步参与心房颤动的维持[９] ꎮ
心房颤动时快速心房率引起细胞内钙超载的同时ꎬ正常

心肌固有的稳态保护机制也会抵制慢性钙超载ꎮ Ｃａ２ ＋ /钙调

蛋白 /钙神经素 /活化 Ｔ 细胞核因子(ＮＦＡＴ)系统被激活ꎬ引
起 Ｃａｖ１ ２α 亚基转录水平下降[４] ꎬ 使 ＩＣａＬ减少ꎬ缩短了动作

电位时程ꎬ 促使折返形成ꎮ ＮＦＡＴ 系统激活ꎬ 不仅引起

Ｃａｖ１ ２ 亚基转录的下调和 Ｉｃａｌ 的减少ꎬ同时也下调了 ｍｉ￣
ｃｒｏＲＮＡ￣２６ 的水平ꎬ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６ 的目标基因 ＫＣＮＪ２ 主要编

码 Ｋｉｒ２ １ 亚组ꎬ相应的引起 Ｉｋ１上调ꎬ参与心房颤动心房的电

重构[１０] ꎮ 钙超载导致的 ＣａＭＫⅡ磷酸化还能够激活组蛋白

去乙酰化酶(ＨＤＡＣ)下游效应器的重构ꎬ影响心房颤动心房

重构ꎬ引起心房收缩功能异常[１１] ꎮ
２. 钾离子循环异常

钾离子电流是动作电位复极化过程中的主要离子流之

一ꎬ其中内向整流 Ｋ ＋ 电流和钙激活钾通道(ＳＫ)电流在心房

颤动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ꎮ ＩＫ１是心肌细胞主要的内向

整流电流ꎬ也是主要的背景外向电流ꎬ参与维持细胞静息膜

电位和心肌细胞动作电位的终末复极ꎮ ＩＫ１通道为 Ｋｉｒ２ 亚家

族ꎬ在心脏中表达编码蛋白 Ｋｉｒ２ １ 和 Ｋｉｒ２ ２ꎬ心房颤动时 ＩＫ１
通道电流增强[５] ꎬ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复极相缩短ꎬ从而导致

心肌有效不应期(ＥＲＰ)和 ＡＰＤ 缩短ꎬ心房肌复极离散度增

加ꎬ使心房更易产生多环折返ꎬ诱发心房颤动[１２] ꎮ 另一个重

要的内向整流电流是 ＩＫＡＣＨꎬ是心房相对特异的钾通道ꎬ对心

房肌膜电位和动作电位复极具有调节作用ꎮ 迷走神经兴奋

时ꎬ乙酰胆碱激活 ＩＫＡＣＨ使动作电位时限缩短ꎬ同时 ＩＫＡＣＨ在心

房的分布差导致心房折返[１３] ꎮ
ＳＫ 通道由基因 ＫＣＮＮ１ / ＫＣＮＮ２ / ＫＣＮＮ３ 编码ꎬ具有传导

性低的特性ꎬ能够被细胞内增加的钙离子激活ꎮ ＫＣＮＮ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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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ｓ)和心房颤动的流行关系密切[１４] ꎮ 有

研究表明心房颤动时ꎬ快速的心房率ꎬ使 ＳＫ 通道表达上调ꎬ
ＡＰＤ 缩短ꎬ导致心房颤动的易感和维持[１５] ꎮ 不仅如此ꎬ非心

肌细胞 ＳＫ 通道可能在心房颤动的进展中也同样扮演重要作

用ꎮ 瞬时外向钾通道(Ｉｔｏ)作为动作电位早期复极化电流ꎬ对
动作电位的形成和时程影响较大ꎮ 早期研究[５] 心房颤动犬

的模型中发现 Ｉｔｏ电流密度及其主要的编码基因 Ｋｖ４ ３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均降低ꎬ然而这与心房肌细胞复极化外向电流的增

加才能到至动作电位时程缩短相矛盾ꎬ其具体机制需进一步

阐明ꎮ
３. 钠离子循环异常

钠离子流是心肌细胞的快速除极电流ꎬ也是心肌传导速

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ꎬ传导速度的快慢会影响波长的大

小ꎬ从而影响折返性房性心律失常的易感性ꎮ Ｓｏｓｓａｌｌａ 等[１６]

通过膜片钳技术检测持续心房颤动患者右心耳心肌细胞 Ｉｎａꎬ
发现峰 Ｉｎａ电流密度较窦性心律者明显减低ꎬ约 １６％ ꎻ而在晚

期 Ｉｎａ电流密度较窦性心律者明显增加ꎬ约 ２６％ ꎻ认为 Ｉｎａ异常

可能与心房颤动心律失常、心肌收缩重构有关ꎮ 但在其他相

关研究[１７]中并没有观察到 Ｉｎａ减少ꎮ 因此现在对钠离子参与

心房颤动的作用并无定论ꎮ
４. 缝隙连接蛋白重构

缝隙连接是心肌相邻细胞之间的连接结构ꎬ也是心肌细

胞间电信号快速传导的低电阻通道ꎬ保证心肌电机械活动的

同步进行ꎮ 缝隙连接蛋白(Ｃｘ)中主要是 Ｃｘ４０ 和 Ｃｘ４３ 参与

心肌细胞之间的电偶联ꎬ其结构和密度的改变会导致心房肌

各向传导异性和传导速度发生改变ꎬ从而易于形成折返ꎬ诱
导电重构和心房颤动发作[１８] ꎮ 心房颤动时 Ｃｘ４３ 表达水平

下降[１９] ꎬ不变[２０]在相关的研究中都有报道ꎬ这种差异性的

结果可能与研究对象以及心房颤动患者的病理生理过程等

有关ꎮ Ｗｉｌｈｅｌｍ 等[２１]研究发现慢性心房颤动导致 Ｃｘ４０ 表达

水平下降ꎬ并且特异性的 Ｃｘ４０ / Ｃｘ４３ 分布比率导致了局部的

传导异常ꎬ使折返形成ꎮ 在基因水平上的研究发现ꎬ编码

Ｃｘ４０ 的 ＧＪＡ５ 的错意突变能够导致特发性心房颤动[２２] ꎬ而
且 ＧＪＡ５ 启动子序列突变和心房颤动的易感性有关[２３] ꎮ 目

前心房颤动动物模型 Ｃｘ 靶向的基因治疗研究也有比较确切

的效果[１８] ꎮ
二、结构重构的分子机制

心房颤动早期容易转复窦律ꎬ且心肌电重构也可以逆转

恢复ꎮ 但随着心房颤动持续发生ꎬ心房会进一步出现扩大和

心肌纤维化ꎬ即结构重构ꎬ心房颤动转为慢性ꎬ心房结构和功

能都不易逆转ꎮ
１. 心房扩大

心房扩大是心房颤动结构重构一个重要的标志ꎬ也是心

房颤动持续发作的关键决定因素[２４] ꎮ 心房颤动时细胞内钙

超载ꎬ导致心肌收缩功能减退ꎬ心房内负荷增大ꎬ心房被动性

扩张ꎬ细胞肥大甚至超微结构发生改变ꎬ导致心房内各向传

导异性加大形成折返ꎬ扩张的心房又可容纳更多的折返子

波ꎬ维持心房颤动发生ꎮ ７０％ 的心房颤动在瓣膜性心脏病

(尤其二尖瓣病变)、高血压病、冠心病、肥厚型或扩张型心肌

病等器质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发生ꎮ 这些基础病变在疾病进

展过程中多合并心房扩大ꎬ心功能不全甚至心力衰竭ꎬ此时

心房容量和压力的增加导致组织牵张并通过改变心房不应

期和增加促发活动ꎬ为心房颤动的发生和维持提供病理基

础ꎬ更易导致心房颤动发生ꎬ并且心房颤动的发生又反过来

加剧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ꎮ
２. 心房纤维化

心房颤动时心房肌细胞间质中胶原沉积ꎬ各型胶原比例

失调ꎬ排列紊乱ꎬ称为心房纤维化ꎮ 心肌间质纤维化时心肌

纤维连接中断ꎬ引起区域传导能力不均衡ꎬ同时成纤维细胞

和正常心肌细胞的交错排列也能够引起心肌生物电生理改

变ꎬ导致心律失常性改变ꎮ 大部分促发心房颤动的因素最终

都能引起心房纤维化ꎬ而心房颤动本身也会进一步导致心房

纤维化ꎬ影响心房有效不应期、动作电位时程及膜上离子通

道表达ꎬ这也是慢性心房颤动难转复窦律的重要原因[２５] ꎮ
并且心房纤维化的程度能够预测心房颤动转复窦律后的复

发情况[２６] ꎮ 研究发现心房纤维化与多种因素有关ꎮ
(１)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目前研究已证实心

房颤动能够导致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ＲＡＳＳ)的过

度激活[２７] ꎮ 心房颤动时左心房心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ＡＣＥ)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升高ꎬＡＣＥ 通过调节心肌局部的

血管紧张素Ⅱ(ＡＴⅡ)水平ꎬ后者再与血管紧张素Ⅱ￣１ 型受

体(ＡＴ１￣Ｒ)ꎬ刺激心房纤维母细胞胶原合成ꎬ导致心房纤维

化及结构重构ꎬ其主要机制是通过诱导致分裂信号途径的活

动产生作用ꎬ如细胞分裂素活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ｓ)、Ｊａｎｕｓ 激

酶 /信号转导蛋白转录活化剂(ＪＡＫ / ＳＴＡＴ)ꎮ ＡＴⅡ还能够调

节肌质网钙释放以及钙进入成纤维细胞ꎬ例如ꎬＡＴⅡ与受体

结合ꎬ激活 ＰＬＣꎬ裂解磷脂酰肌醇￣４ꎬ５￣二磷酸(ＰＩＰ２)为甘油

二酯(ＤＡＧ)和三磷酸肌醇(ＩＰ３)进入内质网后和三磷酸肌醇

受体结合ꎬ导致内质网钙释放ꎮ 同时甘油二酯可以直接激动

特定的钙透过瞬变受体阳离子 ＴＲＰ 通道(ＴＲＰＣ３ / ６ / ７)ꎬ引起

钙进入[２８] ꎮ 增加的细胞溶质钙离子ꎬ引起成纤维细胞增殖

和分化ꎬ促进纤维化[２９] ꎮ
Ｒｅｉｌ 等[３０]在动物实验中发现醛固酮能够引起心肌纤维

化ꎬ心肌肥大导致电传导异常ꎬ形成易于心房颤动发生和持

续的基质ꎬ但此时心房压力还处在正常水平ꎮ 因此认为ꎬ即
使在血流动力血正常的情况下ꎬ醛固酮和心房颤动的发病存

在重要的因果关系ꎮ 这些研究表明 ＡＣＥ 抑制剂、ＡＴⅡ受体

拮抗剂及醛固酮受体拮抗剂ꎬ或联合应用以干预肾素￣血管

紧张素￣醛固酮系统ꎬ有望成为预防或逆转心房结构重构的

有效手段ꎮ
(２)转化生长因子 β１　 转化生长因子(ＴＧＦ￣β１)由心肌

细胞和纤维母细胞分泌ꎬ具有促进细胞外基质沉积的作用ꎮ
心房颤动时 ＴＧＦ￣β１ 在多种促纤维化的因素扮演重要介质的

作用ꎮ 在心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中ꎬＡＴⅡ兴奋增加 ＴＧＦ￣β
基因和蛋白合成ꎮ 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 ＴＧＦ￣β / ＡＴⅡ网增

强促纤维化反应[３１￣３２] ꎮ ＴＧＦ￣β 激动 Ｓｍａｄ２ / ３ 信号转导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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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心肌纤维化反应[３１￣３２] ꎮ 慢性心房颤动时ꎬ心房肌细胞的

快速激动导致旁分泌 ＡＴⅡꎬ引起毗连的心房肌分泌 ＴＧＦ￣βꎬ
导致纤维化[３３] ꎮ

(３)基质金属蛋白酶及其组织抑制剂　 正常心脏的心肌

间质主要由细胞外基质组成ꎬ其围绕在心肌细胞周围ꎬ保持

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ꎬ正常生理状态下细胞外基质合成

与降解保持动态平衡ꎬ而这种平衡的维持主要依靠基质金属

蛋白酶(ＭＭＰ)和其组织抑制剂(ＴＩＭＰ)的表达平衡ꎮ Ｎａｋａｎｏ
等[３４]发现相较与窦性心律患者ꎬ心房颤动患者右心耳组织

ＭＭＰ￣９ ｍＲＮＡ 和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ꎬ同时 ＴＩＭＰ￣１ 蛋白

表达水平与左心房直径呈正相关ꎬ这说明 ＭＭＰ￣９ / ＴＩＭＰ￣１ 的

改变导致了心房颤动时的心房扩大以及结构重构ꎮ 但本实

验并没有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ＭＭＰ￣１ꎬＭＭＰ￣２ 的差异ꎬ具
体机制需进一步研究ꎮ

(４)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ＰＤＧＦ)属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ꎬ能够刺激成纤维细胞

增殖和分化ꎮ Ｌｉａｏ 等[３５]研究发现心脏负荷压力超载能够刺

激小鼠心肌肥大细胞浸润聚集ꎬ后者使心房肌血小板源性生

长因子 Ａ(ＰＤＧＦ￣Ａ)水平上调ꎬ促进心肌纤维化并增加心房

颤动的易感性ꎬ同时这种改变可以被血小板源性 α 受体

(ＰＤＧＦＲ￣α)特异性抗体所消除ꎮ 在另一研究[３６] 也发现血小

板源性生长因子 ＡＢ(ＰＤＧＦ￣ＡＢ)有类似的作用ꎮ
(５)结缔组织生长因子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ＣＴＧＦ)是

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促纤维化细胞生长因子ꎮ Ａｄａｍ 等[３７] 发

现心房颤动患者左心房组织 ＣＴＧＦ 表达水平比窦律患者明

显升高ꎬ其能够介导 ＡＴⅡ等心房颤动纤维化和结构重构相

关的信号通路ꎮ 在犬的心房颤动动物模型中[３８] 也发现心房

组织 ＣＴＧＦ 表达水平升高ꎬ但和 ＴＧＦ￣β１ 无关ꎬ但能被奥美沙

坦抑制ꎬ因为也认为其主要通过介导 ＡＴⅡ的作用来实现心

房纤维化ꎮ 但是作为 ＴＧＦ￣β１ 的下游介质ꎬＣＴＧＦ 在心房颤动

患者中两者的相关性还需阐明ꎮ
(６)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 　 Ｌｉ 等[３９] 研究发现心房颤动

患者血液中的炎性标志物水平比窦性心律组明显升高ꎬ说明

炎症反应和心房颤动发生关系密切ꎮ 心房颤动和动脉粥样

硬化的危险因素相似ꎬ而这些危险因素如高血压ꎬ高龄ꎬ糖尿

病和冠状动脉搭桥术ꎬ都和系统氧化应激反应标志物升高有

关ꎮ 除此之外ꎬ也有证据表明心房颤动时心肌肌纤维蛋白氧

化物增多[４０] ꎮ 尽管系统和心脏氧化标志物升高的因果关系

尚不明确ꎬ但可以肯定氧化应激和心房颤动关系密切ꎬ心房

颤动本身可能就是系统性疾病的一种表现ꎮ 矛盾的是一些

临床实验中抗氧化剂治疗心房颤动并没有明显的效果[４１] ꎬ
这可能与抗氧化剂本身或者本身氧化应激反应参与心房颤

动的机理不明确有关ꎮ 在最新的研究中ꎬＰｕｒｏｈｉｔ 等[４２] 发现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ꎬ激活氧化应激反应ꎬＣａ２ ＋ 和钙调

蛋白激酶Ⅱ(ＣａＭＫⅡ)氧化ꎬ导致心房颤动发生ꎮ
目前心房颤动心房重构分子机制不甚明确ꎬ心房电重构

和结构重构的多种分子机制彼此相互交叉和独立ꎬ不存在一

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分子机制ꎬ局限了临床的治疗与预防ꎮ 通

过近年来的研究不难发现 Ｃａ２ ＋ 在电重构和结构重构中的重

要作用ꎬ不管是其自身的离子交换还是在其他信号转导通路

中ꎬ因此相信更深入的研究将会为临床提供更全新有效的

办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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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外科围术期机体免疫应答变化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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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４￣３２６￣２１

　 　 心脏外科过程可干扰机体免疫应答ꎬ导致围术期机体的

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和固有免疫系统功能紊乱ꎮ 其原因主要

有手术创伤、应激、体外循环、体温改变及失血和输血等ꎮ 这

种免疫应答改变可增加围术期心肌损伤、肺损伤以及术后全

身炎症反应及围术期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ꎮ 改善围术期免

疫功能紊乱状态ꎬ有助于预防炎症及术后感染等并发症ꎬ促
进患者的康复ꎮ 本文就该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ꎮ

一、心脏手术对围术期免疫功能的影响

心脏外科过程可改变机体免疫细胞活性及细胞因子水

平ꎬ从而引起患者围术期免疫应答变化ꎮ
１. 心脏手术对细胞免疫的影响:细胞免疫的功能取决于

Ｔ、Ｂ 淋巴细胞及其对抗原刺激的反应性ꎮ 其免疫应答较固

有免疫应答为晚ꎬ但作用特异ꎬ强而有力ꎬ能消除感染者的病

原体ꎬ促进疾病恢复ꎬ在防治再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ＣＤ３
反应的是外周血中 Ｔ 淋巴细胞总数ꎮ ＣＤ４ ＋ Ｔ 细胞能促进 Ｂ
细胞、Ｔ 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的增殖和分化ꎬ协调免疫细胞

间的相互作用ꎮ Ｔｈ１、Ｔｈ２ 是 ＣＤ４ ＋ Ｔ 细胞的亚群ꎬ正常情况

下 Ｔｈ１、Ｔｈ２ 处于动态平衡状态ꎬ机体免疫状态发生改变时ꎬ
可造成 Ｔｈ１ / Ｔｈ２ 漂移ꎮ ＣＤ８ ＋ Ｔ 细胞的功能亚群主要包括杀

伤性 Ｔ 细胞ꎬ可通过分泌穿孔素、粒酶、淋巴毒素等引起靶细

胞的裂解和凋亡[１] ꎮ 体外循环(ＣＰＢ)手术后ꎬ特异性免疫细

胞受到严重抑制ꎬ尤其是辅助性 Ｔ 细胞ꎬＴｈ２ 细胞激活ꎬＴｈ１ /
Ｔｈ２ 向 Ｔｈ２ 细胞方向漂移[２] ꎮ Ｒｕｄｅｎｓｋｙ 等[３] 报道ꎬ在换瓣和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后辅助性 Ｔ 细胞(ＣＤ４)和抑制性 Ｔ 细胞

(ＣＤ８)减少ꎬ术后第一天活化的 Ｔ 细胞增多ꎬ术后第三天恢

复正常ꎬ而白细胞和单核细胞显著增加ꎬ这种改变在换瓣手

术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中都存在ꎮ Ｂｌａｃｈｅｒ 等[４] 发现ꎬ
体外循环和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ꎬ均可引起早期

的 Ｔ 淋巴细胞和 Ｂ 淋巴细胞的活化ꎬＴ 细胞免疫功能严重受

损及迟缓恢复ꎮ
２. 心脏手术对体液免疫的影响:体液免疫是通过 Ｂ 细胞

合成和分泌抗体来达到保护目的的免疫机制ꎬ免疫球蛋白是

介导体液免疫的重要效应分子ꎬ是 Ｂ 细胞接受抗原刺激后增

值分化为浆细胞所产生的的糖蛋白ꎮ ＩｇＧ 具有抗感染、发挥

调理作用ꎬＩｇＭ 可用于感染的早期诊断ꎬＩｇＡ 参与黏膜局部免

疫ꎬ在局部抗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Ｌａｎｔｅ 等[５] 观察到ꎬ体外

循环术后前三天ꎬＩｇＥ 无明显变化ꎬ术后 ５ 天明显升高ꎬ 术后

１ 天 Ｂ 淋巴细胞数及 ＩｇＧ、ＩｇＭ 明显降低ꎬ术后 ３ 天 Ｂ 淋巴细

胞数量恢复正常ꎬ术后 ５ 天 ＩｇＧ、ＩｇＭ 恢复正常ꎮ 提示心脏手

术对 Ｂ 淋巴细胞分泌免疫球蛋白产生抑制作用ꎬ影响术后免

疫应答、调理及炎症反应ꎬ阻碍早期抗感染作用ꎮ
３. 心脏手术对固有免疫的影响:固有免疫是机体在长期

种系发育与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天然防御功能ꎬ针对

病原微生物的入侵可迅速应答ꎬ产生非特异性抗感染免疫作

用ꎬ同时在适应性免疫应答中起重要作用ꎬ固有免疫应答细

胞包括自然杀伤细胞、吞噬细胞树突状细胞等ꎬＲｕｄｅｎｓｋｙ
等[３]观察到ꎬ换瓣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术后自然杀伤细胞

ＮＫ 细胞减少ꎬ在术后第三天更加显著ꎮ Ｒｉｎｄｅｒ 等[６] 发现ꎬ单
核细胞 ＨＬＡ 抗原明显减少ꎬ老年人下降更加明显ꎬ而性别的

影响并不明显ꎮ
补体是体内重要的免疫效应和免疫效应放大系统ꎬ是机

体固有免疫的重要效应机制ꎬ也是适应性体液免疫的重要效

应机制之一ꎮ 补体 Ｃ３、Ｃ４ 可反映机体补体水平ꎬ代表机体免

疫病理性损害的情况ꎮ 在接受开放性心脏手术的患者ꎬＣＰＢ
导致大量补体被激活ꎬ术后 １ 天基本恢复正常[７] ꎮ

４. 心脏手术对细胞因子分泌水平的影响:细胞因子是由

免疫原、丝裂原或其他因子刺激细胞所产生的低分子量可溶

性蛋白质ꎬ为生物信息分子ꎬ具有调节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

疫应答、促进造血ꎬ以及刺激细胞活化、增殖和分化等功能ꎮ
心脏外科手术中常伴有急性炎症反应过程ꎬ涉及多种细胞因

子ꎬ其中 ＴＮＦ￣α、ＩＬ￣１、ＩＬ￣２、ＩＬ￣６ 及 ＩＬ￣８ 等为促炎症性细胞因

子ꎬＩＬ￣４、ＩＬ￣１０ 及 ＩＬ￣１３ 等为抑制炎症性细胞因子ꎮ Ｂａｙｒａｍ
等[８]也观察到ꎬ心脏搭桥手术后血浆中细胞因子 ＩＬ￣６、ＩＬ￣８
及 ＴＮＦ￣α 增加ꎮ 心脏手术可产生双向的炎症反应[９] ꎬ在术后

早期代表固有免疫的细胞因子 ＩＬ￣６、ＴＮＦ￣α 及 ＩＬ￣１０ 增加ꎬ而
术后 ３ ~ ５ 天特异性免疫改变ꎬＩＬ￣４、ＩＬ￣５ 及 ＴＧＦ￣β 增加ꎬ细胞

因子水平可作为心脏手术术后组织损伤和并发症发生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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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ꎮ
二、心脏手术影响围术期免疫功能的因素

心脏手术过程中对免疫功能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ꎬ主要有手术创伤、应激反应、体外循环及失血输血等ꎬ此
外麻醉、低温等也会导致围术期免疫应答改变ꎮ

１. 手术创伤:外科手术可诱发术后早期炎性反应ꎬ包括

细胞因子释放ꎬ中性粒细胞激活ꎬ多形核白细胞和巨噬细胞

氧化爆发ꎮ ＩＬ￣６ 的释放引起急性炎性反应ꎬ诱导抗炎介质释

放ꎮ 导致创伤后免疫抑制ꎬ单核细胞活性降低ꎬＴｈ１ / Ｔｈ２ 细

胞平衡向 Ｔｈ２ 细胞方向漂移ꎬＴｈ２ 细胞因子分泌增多[１０] ꎮ
Ｐｒｏｎｄｚｉｎｓｋｙ 等[１１]研究发现手术创伤和体外循环均可引起术

后细胞因子释放ꎬ而手术创伤的作用更强烈一些ꎮ
２. 应激反应:围术期心理应激和生理应激均可抑制免疫

功能ꎮ 一般情况下ꎬ手术后ꎬ创口处主要产生炎症反应ꎬ而在

全身组织则表现为免疫功能受到明显抑制ꎬ主要表现为 Ｔ 淋

巴细胞减少ꎬ细胞因子分泌降低ꎬ淋巴细胞毒性作用减弱和

自然杀伤细胞的数量减少和活性受到抑制ꎮ 其机制主要与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交感神经系统、细胞因子、阿片

肽和 Ｔ 细胞信号分子有关[１２] ꎮ
３. 体外循环:体外循环手术中ꎬ血液长时间接触体外转

流装置ꎬ这对血液中免疫活性成分有机械性破坏作用ꎬ蛋白

变性导致补体和免疫球蛋白大量失活ꎬ导致免疫抑制ꎬ尤其

是 Ｔ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受到抑制[１３] ꎬ停机前 ＣＰＢ 组 Ｔ 淋巴

细胞计数较术前减少ꎬ停机前和术后 ２４ 小时 Ｔ 淋巴细胞凋

亡率较术前升高ꎬＴ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较术前降

低ꎮ Ｂａｙｒａｍ 等[８]观察到ꎬ体外循环心脏搭桥手术组 ＩＬ￣６、ＩＬ￣
８ 水平明显高于非体外循环组ꎬ而 ＴＮＦ￣α 组间差异不大ꎮ

４. 输血:心脏手术因体外循环ꎬ失血等因素增加了围术

期输血的概率ꎬ输血会对机体免疫功能产生影响ꎬ其机制较

复杂ꎬ至今尚未明确ꎮ Ｐｒａｓｈａｎｔ 等[１４] 观察到ꎬ输注同种异体

血患者术后 ＩＬ￣１０ 增加ꎬＩＦＮ￣γ 减少ꎬ这种改变可能是通过改

变 Ｔｈ１ / Ｔｈ２ 途径产生的ꎮ 同种异体输血可以刺激 Ｔｈ２ 细胞

分泌一些细胞因子ꎬ同时下调 Ｔｈ１ 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的能

力ꎬ导致各种细胞免疫能力的损害ꎮ
三、心脏手术围术期免疫应答变化对患者结局的影响

心脏手术围术期免疫功能的变化及大量细胞因子释放

可作用于机体ꎬ导致复杂的症状及严重的并发症ꎮ
１. 心肌损伤:研究发现细胞因子水平的高低与缺血后心

功能的损害及细胞坏死数量的多少直接相关[１５] ꎮ ＴＮＦ￣αꎬ
ＩＬ￣６、内皮细胞等具有负性肌力作用ꎬ使心肌收缩功能下

降[１６] ꎮ ＩＬ￣６、ＩＬ￣８ 是参与体外循环全身炎症反应的重要物

质ꎬ在 ＣＰＢ 过程中ꎬ血浆 ＩＬ￣８ 升高ꎬ引起心脏等器官组织损

伤ꎬ甚至诱发多器官功能不全[１７] ꎮ
２. 肺损伤:各种细胞因子参加体外循环后肺损伤的发

生、发展过程ꎮ 研究发现[１８] ꎬＣＰＢ 手术术后 ＴＮＦ￣α 在发生肺

损伤患者中显著增加ꎬ大量细胞因子聚集ꎬ损伤内皮细胞ꎬ毛
细血管通透性增加ꎬ阻碍肺泡内细胞的灌流和氧气的交换ꎬ
从而引起肺部发生炎症反应ꎮ ＩＦＮ￣γ 可直接损伤肺泡上皮细

胞和肺血管内皮细胞ꎬ诱导促炎症性细胞因子 ＩＬ￣１、ＩＬ￣６ 产

生ꎬ抑制抑制炎症性细胞因子 ＩＬ￣４ 的合成ꎬ形成过度炎症反

应导致肺组织损伤[１９] ꎮ
３. 术后感染:心脏手术术后感染是一个常见的并发症ꎬ

免疫抑制状态增加了术后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ꎬ同时增加了

心脏手术患者围术期病死率ꎮ Ｄｏｅｒｉｎｇ 等 [２０]研究证实ꎬ在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患者中ꎬ有明显抑郁的女性更容易术后

感染ꎬ尤其是非伤口感染ꎬ如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ꎬ机制可

能是自然杀伤细胞毒性的下降ꎮ
四、心脏手术围术期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措施

积极有效的调节围术期机体免疫功能ꎬ可减少感染等并

发症发生ꎬ加快术后康复ꎮ 目前临床上调节免疫功能主要有

调节免疫药物、围术期使用类固醇激素及穴位刺激等方法ꎮ
此外ꎬ缩短手术时间ꎬ控制体外循环温度ꎬ也可减少免疫抑制

及免疫相关心肌损伤ꎬ预防围术期感染ꎬ改善临床预后ꎮ
１. 蛋白酶抑制剂:乌司他丁是一种广谱的蛋白酶抑制

剂ꎬ能够改善循环ꎬ清除自由基及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ꎬ减轻

ＣＰＢ 缺血再灌注损伤所造成的炎症反应[２１] ꎬ显著降低围术

期 ＴＮＦ￣α 浓度、围术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评分和

白细胞计数[２２] ꎬ降低过氧化物酶的活性[１５] ꎻ减轻 ＣＰＢ 术后

早期 Ｔ 淋巴细胞的抑制作用ꎬ促使 Ｔ 细胞免疫功能更快恢

复ꎬ从而改善机体免疫反应ꎬ促进患者康复[２３] ꎮ
２. 类固醇激素:临床试验[２４] 证实类固醇治疗能够明显

的减少围术期炎症相关并发症ꎮ 类固醇不仅能明显的抑制

ＣＰＢ 引起的促炎症性细胞因子 ＩＬ￣１、ＩＬ￣８、ＩＬ￣６、ＴＮＦ 及白三

烯和内毒素的产生ꎬ而且能促进抑制炎症性细胞因子 ＩＬ￣４、
ＩＬ＿１０ 的产生ꎮ Ｗｈｉｔｌｏｃｋ 等[２５]研究发现应用皮质醇可减少感

染、肺衰竭发生ꎬ缩短患者在 ＩＣＵ 时间和住院天数ꎬ这在高风

险人群效果更加明显ꎮ
３. 超滤:超滤可以在短时间内滤除体内多余的水分ꎬ维

持较高的 Ｈｃｔ 水平和渗透压ꎬ从而改善重要脏器功能ꎮ 在体

外循环模拟实验中ꎬ超滤液中可以检测到所有类型的细胞因

子ꎬ证实血液浓缩器可以滤除细胞因子ꎬ但超滤液中的细胞

因子浓度与血液样本中浓度非线性关系[２８] ꎮ 临床研究发

现[２７]儿科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手术期间超滤可滤除细胞

因子ꎬ改善机体免疫应答能力ꎬ减少对机体的损伤ꎬ改善心肺

功能ꎮ
４. 穴位刺激:穴位刺激能明显改善手术患者的免疫抑制

状态[２８] ꎬ樊文朝等观察到针药复合麻醉中 ２ Ｈｚ / １００ Ｈｚ 经皮

穴位电刺激能较好抑制 ＣＤ３ ＋ 、ＣＤ４ ＋ 、ＣＤ８ ＋ 的降低ꎬ而对 ＮＫ
细胞的影响不大ꎮ 单江桂等[２９] 观察到ꎬ在体外循环房缺、室
缺等手术时使用针药复合麻醉ꎬ可降低血清中促炎症性细胞

因子 ＴＮＦ￣α 表达的增高幅度ꎬ减少抑制炎症性细胞因子 ＩＬ￣
１０ 的下降幅度ꎬ部分改善围术期免疫抑制ꎮ

综上所述ꎬ心脏手术通过影响特异性免疫系统及固有免

疫系统对机体围术期免疫应答产生一系列的影响ꎮ 目前临

床上对心脏手术围术期免疫应答变化的重视不够ꎬ而积极有

效的干预治疗能减少重要脏器损伤及术后全身炎症反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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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感染并发症ꎬ缩短 ＩＣＵ 时间及住院天数ꎬ减少术后病死

率ꎮ 如何能更加有效的调节心脏外科围术期免疫功能有待

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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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心律失常性心肌病研究进展

刘 彤　 刘小慧　 康俊萍　 冯 莉

　 　 [关键词] 　 致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ꎻ室性心律失常ꎻ猝死ꎻＩＣＤ 植入ꎻ射频消融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４￣３２９￣２２

　 　 致心律失常性心室心肌病(ＡＶＣ)是 ２０１１ 年由美国心律

协会(ＨＲＳ)和欧洲心律学会(ＥＨＲＡ)共同提出[１] ꎬ即指致心

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ＡＲＶＣ)ꎬ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原

发性心肌病ꎮ １９６１ 年由意大利学者首次描述ꎬ１９７８ 年由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等[２]首次报道并命名本病ꎬ１９９５ 年ꎬ被世界卫生组

织归属为原发性心肌病[３] ꎮ 尸检结果可见到心室心肌细胞

萎缩被脂肪纤维组织取代ꎮ 临床表现为突发猝死、室性心律

失常(ＶＴＡ)和心力衰竭ꎮ ＡＶＣ 最初受累的是右心室ꎬ这就是

我们通常指的 ＡＲＶＣꎬ即典型的 ＡＶＣ[４] ꎮ 随着疾病的进展左

心室也逐渐受累[５] ꎮ 分子遗传学研究已证实ꎬ编码润盘上桥

粒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６] ꎬ降低了心肌细胞电￣机械偶联的

稳定性[７] ꎻ随后心肌细胞炎症、凋亡、坏死ꎮ 这一组织学的改

变非常类似心肌炎的变化ꎮ 由于多数患者表现为双心室的

受累或孤立左心室心肌的受累ꎬ２０１１ 年由 ＨＲＳ 和 ＥＨＲＡ[１]

命名为“致心律失常遗传性心肌病”ꎮ
一、流行病学:ＡＶＣ 的人群患病率为 １ / ２ ０００[８] ꎬ因存在

漏诊和误诊的情况ꎬ实际患病率要高于 １ / ２ ０００ꎮ 一项尸检

研究表明ꎬ在 < ３５ 岁猝死的尸检报告中ꎬ２０％ 的患者有 ＡＶＣ
的病理改变ꎬ且近 ５０％ 的人ꎬ生前没有任何临床症状[９] ꎮ 临

床表型男性高于女为 ２ ~ ３:１[８] ꎬ估计运动及雄性激素促进

了疾病的表达[１０] ꎮ ＡＶＣ 被认为是≤３５ 岁年轻人最主要的

猝死原因ꎬ占 < ６５ 岁人群心血管死亡的 １０％ [９] ꎮ ＡＶＣ 患者

中死于心力衰竭的占 ５９％ ꎬ死于室性心律失常的占 ２９％ [１１] ꎮ
ＡＶＣ 病程包括 ４ 个阶段:隐匿期:患者无心律失常ꎬ没有心脏

结构的改变或仅轻微改变ꎬ但此阶段可出现猝死发生ꎻ心律

失常症状期:常见的是 ＡＲＶＣꎬ室性心律失常来源于右心室ꎬ
心电图为左束支阻滞的图形ꎻ早期心力衰竭症状和晚期心力

衰竭症状ꎮ
二、临床类型:ＡＶＣ 临床上分三种类型ꎮ 典型的 ＡＶＣ 是

指仅累计右心室心肌 ＡＲＶＣꎬ临床上最常见ꎮ 扩大的右心室

伴有脂肪和纤维组织的侵润ꎬ没有或仅伴有左心室的轻微受

累ꎮ 脂肪和纤维组织的侵润往往从心外膜下开始ꎬ经历一段

时间后穿透心肌向心内膜方向发展[１２] ꎮ 一般乳头肌和肌小

梁不受累[１３] ꎮ 再者ꎬ右心室肌细胞萎缩ꎬ一部分心室壁变

薄ꎬ另一部分心室壁变厚ꎬ尸检发现 ２０％ ~ ５０％ 的 ＡＲＶＣ 患

者三尖瓣下和 ＲＶＯＴ 周围容易形成向外隆出的室壁瘤[１２] ꎮ
尽管特异性不高ꎬ但是 ＡＲＶＣ 患者往往有右心室室壁瘤的形

成ꎮ 室间隔心肌常常不被脂肪和纤维组织的侵润ꎬ因为 ＥＭＢ
取材常在室间隔ꎬ这会造成假阴性的结果ꎮ ＡＲＶＣ 病理组织

学特征为:心肌细胞萎缩、被纤维脂肪组织取代、炎细胞

侵润ꎮ
双心室受累的 ＡＶＣ 是指ꎬ在疾病早期就出现左右心室的

累及ꎬ可以通过 ＣＭＲ 或超声 Ｓｔｒａｉｎ 技术确诊ꎮ 其临床表现为

充血性心力衰竭ꎬ双心室扩张、心室收缩功能受损ꎮ 在疾病的

早期大约 １０％的患者ꎬＶＴ 呈现两种形式左束枝完全性传导阻

滞(ＬＢＢＢ)型和右束枝完全性传导阻滞(ＲＢＢＢ)型[１４]ꎮ
左心室受累为主的 ＡＶＣ(ＡＬＶＣ)早期 ＬＶ 受累ꎬＲＶ 的功

能相对正常[１５] ꎮ 猝死患者尸检报告提示[１６] ꎬ非特异性心肌

纤维化( ＩＭＦ)与 ＡＬＶＣ 有交叉重叠ꎬＩＭＦ 表现为 ＬＶ 下壁纤

维组织弥散侵润ꎬ其他部位结构正常ꎬ没有脂肪组织的侵润ꎮ
ＡＬＶＣ 的 ＶＴ 来源于 ＬＶ 呈现为 ＲＢＢＢ 型ꎮ

三、分子遗传学和发病机制:５０％ 的 ＡＶＣ 患者有家族聚

集性ꎬ是常染色体的显性遗传ꎬ伴有不完全外显和差异表

达[１７] ꎮ ５％ ~１０％ ＡＲＶＣ 患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可能有 ２
个以上致病基因ꎮ 由于不完全的外显ꎬＡＲＶＣ 血缘亲属中临

床表型各异或轻微ꎬ会造成临床实践中 ＡＲＶＣ 的患病率估计

偏低ꎮ
在心肌组织中桥粒蛋白主要有 ５ 种:桥粒珠蛋白(ＰＧ)、

血小板亲和蛋白(ＰＫＰ２)、桥粒斑蛋白(ＤＰ)及桥粒芯糖蛋白

(ＤＳＧ)、桥粒芯胶蛋白(ＤＳＣ)ꎮ 对于维持心肌细胞间的缝隙

连接ꎬ桥粒蛋白的完整性是必要的ꎬ它作为调节细胞生长、分
化和发展过程中电偶联和信号机制的细胞间通道ꎮ 编码桥

粒蛋白的基因突变是导致 ＡＲＶＣ 的主要原因ꎮ ＡＲＶＣ １２ 种

不同遗传类型[１７] (表 １)ꎮ 桥粒突变蛋白使细胞间发生分离ꎬ
引起细胞死亡ꎬ最后发生炎症而被纤维脂肪替代ꎬ正常心肌

被分割成岛状ꎬ散在分布于纤维脂肪组织间ꎬ可累及右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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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心室ꎬ使心室腔扩大ꎬ导致室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和

猝死ꎮ

表 １　 ＡＲＶＣ 遗传类型、致病基因和遗传方式

遗传类型 致病基因 遗传方式

ＡＲＶＣ１ ＴＧＦβ３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２ ＲｙＲ２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３ －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４ ＴＴＮ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５ ＴＭＥＭ４３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６ －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７ －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８ ＤＳＰ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９ ＰＫＰ２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１０ ＤＳＧ２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１１ ＤＳＣ２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ＡＲＶＣ１２ ＪＵＰ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四、临床表现:ＡＶＣ 的临床表现多数比较隐匿ꎬ当出现以

下症状和体征时ꎬ应当怀疑 ＡＶＣ 的诊断ꎬ①心悸ꎻ②晕厥ꎻ③
ＬＢＢＢ 形态的室性心律失常ꎻ④猝死生还者ꎮ 当患者有心悸

和晕厥症状ꎬ且出现 ＬＢＢＢ 型室性期前收缩(ＰＶＣ)ꎬ并且下

壁导联(ＩＩꎬＩＩＩꎬａＶＦ)主波向下ꎬ临床上应该高度怀疑 ＡＶＣ 诊

断ꎮ 当然ꎬＡＬＶＣ 和双室受累的患者会出现 ＲＢＢＢ 型 ＰＶＣꎮ
单形性 ＶＴ 的出现ꎬ表明 ＡＶＣ 相对到了晚期ꎬ尽管可能并没

有结构的改变[１８] ꎮ ＡＶＣ 的严重性、ＶＴ 发作的频度及早期

ＶＴ 的出现均与基因检测阳性ꎬ即编码桥粒蛋白的基因突变

有密切关系ꎬ尤其可能存在不止一个致病基因突变[１９] ꎮ
２５％患者可能出现室上性心律失常(ＳＶＴ)ꎬ最常见为心房颤

动ꎬ可能与 ＡＶＣ 的左心房扩大有关系ꎮ ＳＶＴ 的存在会发生

ＩＣＤ 不适当放电ꎬ增加心力衰竭和死亡的风险ꎮ ＡＶＣ 以猝死

为首发表现也不少见ꎬ年发生率是 ９％ [２０] ꎬ猝死常常发生在

剧烈运动的时候ꎮ 已有报道ꎬＴＭＥＭ４３ 突变的 ＡＲＶＣꎬ交感活

性增加能引发致命性心律失常[２１] ꎮ 如果左心室受累ꎬ常出

现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症状和体征ꎬ但是如果没有心脏结构的

改变ꎬ并不能排除 ＡＶＣ 的诊断ꎬ因为在 ＡＶＣ 的隐匿期常常有

心律失常ꎬ随后数年才发生心脏结构上的变化ꎮ 一篇综述报

道ꎬＡＶＣ３７ 个家族ꎬ３６５ 个家庭成员中 １５１ 名临床表型阳性ꎬ
１７ 名成员是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健康人[１８] ꎮ 因此ꎬ家庭成

员的基因检测能鉴别出 ＡＶＣ 患者ꎬ尽管结果阴性并不能排

除 ＡＶＣ 的可能ꎮ
五、临床诊断:
ＡＲＶＣ 的诊断标准遵循 ２０１０ 年欧洲心脏病协会心肌病

工作组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ＴＦＣ) 提出的修订标

准[２２] (表 ２)ꎮ 根据临床表现ꎬ按上述标准ꎬ凡具备 ２ 项主要

指标ꎬ或 １ 项主要指标加 ２ 项次要标准ꎬ或 ４ 项次要标准者ꎬ
即可诊断 ＡＲＶＣꎮ 但是对于隐匿期的 ＡＲＶＣ 诊断仍然是临

床上的挑战ꎬ这类患者存在着猝死的风险ꎮ
六、鉴别诊断:(１)特发性右心室流出到室速(ＲＶＯＴ￣

ＶＴ):是起源于右心室流出道ꎬ没有明显器质性心脏病的室

性心动过速(ＶＴ)ꎮ 在 ＶＴ 不发作时ꎬ窦性心律的心电图表现

正常ꎮ ＲＶＯＴ￣ＶＴ 发作时ꎬ心电图呈单形性 ＬＢＢＢ 阻滞型 ＶＴꎬ
ＩＩ、ＩＩＩ、ａＶＦ 导联 ＱＲＳ 波直立ꎮ 而绝大多数 ＡＲＶＣ 患者窦性

心律下就存在心电图异常ꎬ右胸导联 Ｔ 波倒置、Ｅｐｓｉｌｏｎ 波、
ＱＲＳ 时程≥１２０ｍｓ 并有切迹ꎮ ＲＶＯＴ￣ＶＴ 在 ＥＰＳ 检查过程中

很难通过程序性刺激诱发ꎬ并且对 β 受体阻滞剂和维拉帕米

反应良好ꎬ射频消融成功率高ꎬ并发症少ꎬＥＡＭ(电解剖标测)
呈现正常电压ꎮ

表 ２　 ２０１２ 年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诊断标准

项目 诊断标准

局部或整体功能下降和结构改变

　 主要标准 右心室严重扩张ꎬＥＦ 下降ꎬ右心

室室壁瘤形成
　 次要标准 右心室轻度扩张ꎬＥＦ 下降ꎬ右心

室轻度节段性扩张
室壁组织特征

　 主要标准 心内膜活检见心肌被纤维脂肪

组织取代
复极异常

　 次要标准 右胸导联(Ｖ１ ~ ３)Ｔ 波倒置

除极和传导异常

　 主要标准 Ｖ１ ~ ３ 导 联 ＱＲＳ 波 增 宽 >
１１０ｍｓꎬ或见 Ｅｐｓｉｌｏｎ 波

　 次要标准

心律失常

　 主要标准 ＬＢＢＢ ( 持 续 性 或 非 持 续 性ꎬ
ＥＫＧꎬＨｏｌｔｅｒꎬ运动试验) ＰＶＣ >
１ ０００个 / ２４ 小时

家族史

　 主要标准 家族成员中经手术或活检证实

本病
　 次要标准 家族成员中 ３５ 岁以前猝死ꎬ怀

疑本病

　 　 (２)儿茶酚胺敏感性室性心动过速(ＣＰＶＴ):是 ＲｙＲ２ 基

因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原发性心电疾病ꎬ与
ＡＲＶＣ２ 型突变基因一致ꎮ ＣＰＶＴ 以运动或激动后诱发多形

性 ＶＴ 为主要临床表现ꎬ多无器质性心脏病ꎬ好发于年轻人ꎮ
ＥＡＭ 及 ＥＭＢ(心肌活检)有助于鉴别 ＡＲＶＣ 与 ＣＰＶＴꎮ

(３)结节性心肌病:与 ＡＲＶＣ 有相似的临床表现和影像

学改变ꎮ 一项前瞻性的研究表明对临床怀疑 ＡＲＶＣ 的患者

行 ＥＭＢ 检查ꎬ发现结节性心肌病的发生率高达 １５％ [２３] ꎮ 尤

其当患者同时存在呼吸系统症状、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时ꎬ应
该高度怀疑结节性心肌病ꎬＥＭＢ 发现非干酪性肉芽肿可明确

诊断ꎮ
(４)扩张性心肌病:有时很难与非典型的 ＡＶＣ 鉴别ꎮ 一

般在 ＡＶＣ 早期阶段没有心脏结构改变时ꎬ就会出现心悸、晕
厥和 ＶＴꎬ而 ＤＣＭ 多数症状出现的同时有心脏结构的改变ꎬ
而增强 ＭＲＩꎬ通过静脉注射轧造影剂反转恢复延迟成像显示

心肌细胞中的纤维组织作为诊断 ＡＲＶＣ 标准ꎮ
七、治疗:(１)竞技性运动的限制 对所有有症状和体征

的 ＡＲＶＣ 患者和没有症状的突变基因的携带者均应该限制

０３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参与竞技性运动ꎮ 研究表明ꎬ在 ＡＲＶＣ 患者中运动员发生猝

死可能性是非运动员 ５ 倍[２４] ꎮ 再者ꎬ过度的运动和压力能

加速 ＡＲＶＣ 的进展[２５] ꎮ
(２)药物治疗:β 受体阻滞剂、胺碘酮和索他洛尔对

ＡＲＶＣ 合并室性心律失常患者有效ꎮ 但是并没有一项研究

表明他们能够像 ＩＣＤ 那样改善 ＡＲＶＣ 患者的预后(预防猝死

发生) [１７] ꎮ 一项 ＡＲＶＣ 注册研究[１７] 提示ꎬ胺碘酮在预防

ＡＲＶＣ 室性心律失常方面优于索他洛尔和 β 受体阻滞剂ꎬ但
是考虑到胺碘酮长期使用的不良反应ꎬ尤其在年轻人当中ꎬ
多数临床医生并未将它作为一线用药ꎮ 在临床实践中ꎬβ 受

体阻滞剂、胺碘酮和索他洛尔常被用作辅助治疗ꎬ能降低

ＡＲＶＣ 置入 ＩＣＤ 患者的室性心律失常的负荷ꎬ减少 ＩＣＤ 治疗

的次数ꎻ并且胺碘酮合用 β 受体阻滞剂能降低交感活性及室

壁的张力[２６] ꎻ但是不主张胺碘酮与索他洛尔的连用ꎬ因为二

者能够明显延长 ＱＴ 间期ꎻ一些学者主张[２７] 在 ＡＲＶＣ 涉及双

心室病变的患者卡维地洛能够控制心律失常并改善心室功

能ꎮ ＡＲＶＣ 合并心力衰竭的患者ꎬ可以启用抗心力衰竭的常

规治疗ꎬ如 β 受体阻滞剂、转换酶抑制剂和利尿剂[２８] ꎮ
(３)ＩＣＤ 置入: ＡＲＶＣ 患者确诊后ꎬ预防猝死是治疗的重

要目的ꎮ 目前还没有一项有关 ＡＲＶＣ 治疗模式的随机对照

试验ꎬ实际上对 ＡＲＶＣ 患者设计 ＩＣＤ 置入的随机对照试验也

是不合乎伦理的ꎬ因此对 ＡＲＶＣ 的处理往往来自于临床医生

的经验及回顾性的注册研究结果ꎮ 证据表明对于无临床症

状的 ＡＲＶＣ 患者和健康的突变基因携带者ꎬ如果既往无持续

性或非持续性室速发生或者 ２４ 小时的室性期前收缩 < １ ０００
个ꎬ不需要置入 ＩＣＤ 作为一级预防[２９] ꎮ 对这类患者需要每 １
~ ２ 年进行包括 １２ 导联心电图、２４ 小时 Ｈｏｌｔｅｒ、超声心动及

运动试验的常规检查ꎮ 但是对于有症状的 ＡＲＶＣ 患者存在

猝死的高危因素时ꎬ如猝死生还者、持续性或非持续性室速、
右心室或左心室结构异常、≥３ 个导联的 Ｔ 波倒置、２４ 小时

室性期前收缩 > ７６０ 个、患病年龄 < ３５ 岁ꎬ应置入 ＩＣＤ 预防

猝死的发生[１７] ꎮ 一系列的研究均表明这类患者在 ３ ~ ５ 年

的随访期间ꎬ８０％ 均得到 ＩＣＤ 的适当放电[３０ － ３１] ꎬ且大约

４０％ 患者被认为是快速室性心律失常触发的挽救生命的治

疗ꎮ 北美 ＡＲＶＣ 前瞻性的注册研究中 ７９％ 的患者置入了

ＩＣＤꎬ其中 ４４％的患者发生持续性单形性 ＶＴ 并得到了适当

治疗ꎬ９２％的 ＶＴ 不管频率快慢均通过抗心动过速起搏治疗

(ＡＴＰ)有效终止[３２] ꎬ建议对 ＡＲＶＣ 所有置入 ＩＣＤ 的患者均

应程控为 ＡＴＰ 模式进行一级或二级预防ꎮ
(４)射频消融:正常心室肌细胞间散布着纤维脂肪组织

是形成 ＡＲＶＣ 室性折返性心律失常的机制ꎮ 窦性心律下心

内膜的标测系统能够将正常心室肌与病变的疤痕组织区别

开ꎬ明确消融靶点ꎬ使消融成功ꎮ 但是 ＡＲＶＣ 患者病变广泛ꎬ
呈进展性ꎬ消融治疗有相对较高的失败率和一定的复发性ꎬ
因此对 ＡＲＶＣ 患者的室速消融仅是一种姑息性治疗ꎬ不是治

愈性的治疗ꎬ且不能预防猝死的发生ꎮ 对于抗心律失常药物

治疗无效或反复发作室速者可考虑消融治疗ꎮ
近年来ꎬ随着三维技术的应用ꎬ对 ＡＲＶＣ 患者进行内外

膜基质标测和联合消融ꎬ改善了消融的预后ꎮ 一项前瞻性观

察队列研究[３３] ꎬ将 ４９ 例 ＡＲＶＣ 合并室性心动过速(ＶＴ)行射

频消融患者分为两组ꎬ第 １ 组仅行心内膜下消融为 ２３ 例患

者ꎬ第 ２ 组行内外膜联合消融为 ２６ 例ꎮ 所有患者均置入

ＩＣＤꎮ 随访 ３ 年ꎬ第 １ 组无室性心律失常及 ＩＣＤ 治疗发生率

是 ５２ ２％ ꎬ第 ２ 组为 ８４ ６％ ꎬＰ ＝ ０ ０２９ꎮ 无一例患者出现手

术相关的严重并发症ꎮ 另一项研究[３４] ꎬ８７ 例 ＡＲＶＣ 合并 ＶＴ
患者行 １７５ 次射频消融ꎬ随访(８８ ３ ± ６６)个月ꎬ其 １ 年、５ 年

和 １０ 年的无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分别为 ４７％ ꎬ２１％和 １５％ ꎮ
因此ꎬ基质标测和内外膜联合消融明显改善了 ＡＲＶＣ 患者

ＶＴ 射频消融的预后[３３￣３４] ꎮ
(５)心脏移植:ＡＲＶＣ 患者晚期出现严重的心力衰竭症

状ꎬ应该考虑心室辅助和心脏移植ꎬ一些学者认为ꎬ对于

ＡＲＶＣ 患者怀疑存在严重右心室功能不全时ꎬ应该行右心导

管检查ꎬ如充盈压明显增高ꎬ需要考虑心脏移植[３５￣３６] ꎮ

参考文献

[ １ ]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ＭＪꎬ Ｐｒｉｏｒｉ ＳＧꎬ Ｗｉｌｌｅｍｓ Ｓꎬ ｅｔ ａｌ. ＨＲＳ / ＥＨＲＡ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
ｎ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ｓ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ｒｈｙｔｈ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ＥＨＲＡ). Ｅｕｒｏｐａｃ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３:１０７７￣１１０９.

[ ２ ] 　 Ｆｒａｎｋ Ｒꎬ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Ｇꎬ Ｖｅｄｅｌ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 Ａｒｃｈ Ｍａｌ
Ｃｏｅｕｒ Ｖａｉｓｓꎬ １９７８ꎬ７１:９６３￣９７２.

[ ３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Ｐꎬ ＭｃＫｅｎｎａ Ｗꎬ Ｂｒｉｓｔｏｗ Ｍ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９５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ｆｅ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ｉｅ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６ꎬ９３:８４１￣８４２.

[ ４ ] 　 Ｂａｓｓｏ Ｃꎬ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Ｆꎬ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Ｄ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ｍｏｒｔｅｍ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ｓｕｄｄｅ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ｄｅａｔｈ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ꎬ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１ꎬ５０:２９０￣３００.

[ ５ ] 　 Ｐｉｎａｍｏｎｔｉ Ｂꎬ Ｄｒａｇｏｓ ＡＭꎬ Ｐｙｘａｒａｓ Ｓ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１０￣ｙｅａ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ꎬ ２０１１ꎬ３２:１１０５￣１１１３.

[ ６ ] 　 Ｆｒｅｓｓａｒｔ Ｖꎬ Ｄｕｔｈｏｉｔ Ｇꎬ Ｄｏｎａｌ Ｅ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ｍｏｓｏｍａｌ ｇｅｎ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ｕｒｏｐａｃｅꎬ
２０１０ꎬ１２:８６１￣８６８.

[ ７ ] 　 Ｓａｔｏ ＰＹꎬ Ｃｏｏｍｂｓ Ｗꎬ Ｌｉｎ Ｘ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ｋｙｒｉｎ￣
Ｇꎬ Ｐｌａｋｏｐｈｉｌｉｎ￣２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 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 Ｃｉｒｃ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１０９:１９３￣２０１.

[ ８ ] 　 Ａｚａｏｕａｇｈ Ａꎬ Ｃｈｕｒｚｉｄｓｅ Ｓꎬ Ｋｏｎｏｒｚ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
Ｃｌｉｎ Ｒｅｓ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１００:３８３￣３９４.

[ ９ ] 　 Ｂａｓｓｏ Ｃꎬ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Ｄꎬ Ｔｈｉｅｎｅ Ｇ.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Ｃａｒｄｉｏｌ Ｒｅｖꎬ
１９９９ꎬ７:１２７￣１３５.

[１０] 　 Ｊａｍｅｓ ＣＡꎬ Ｂｈｏｎｓａｌｅ Ａꎬ Ｔｉｃｈｎｅｌｌ Ｃ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ｉｎ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１３３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ｅｓｍｏｓｏｍａｌ ｍｕ￣
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６２:１２９０￣１２９７.

[１１] 　 Ｈｕｌｏｔ ＪＳꎬ Ｊｏｕｖｅｎ Ｘꎬ Ｅｍｐａｎａ ＪＰꎬ ｅｔ 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 ｃａｒｄｉｏ￣
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１１０:１８７９￣１８８４.

[１２]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Ｄꎬ Ｂａｓｓｏ Ｃꎬ Ｎａｖ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
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ｐｒｏｌａｐｓｅ. Ｇ Ｉｔ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１９９７ꎬ２７:１０９７￣１１０５.

[１３] 　 Ｔａｂｉｂ Ａꎬ Ｌｏｉｒｅ Ｒꎬ Ｃｈａｌａｂｒｅｙｓｓｅ Ｌꎬ ｅｔ 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２０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 / ｏ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３ꎬ１０８:３０００￣
３００５.

[１４] 　 Ｓｅｎ￣Ｃｈｏｗｄｈｒｙ Ｓ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ＲＤꎬ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Ｊ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
ｇｅｎ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ꎬ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０ꎬ６１:２３３￣２５３.

[１５] 　 Ｓｅｎ￣Ｃｈｏｗｄｈｒｙ Ｓꎬ Ｓｙｒｒｉｓ Ｐꎬ Ｐｒａｓａｄ ＳＫꎬ ｅｔ ａｌ. Ｌｅｆｔ￣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ｒ￣
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ｎｔｉ￣
ｔｙ.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５２:２１７５￣２１８７.

[１６] 　 Ｂｏｍｍａ Ｃꎬ Ｒｕｔｂｅｒｇ Ｊꎬ Ｔａｎｄｒｉ 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ｒｈｙｔｈ￣
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０４ꎬ１５:３００￣３０６.

[１７] 　 Ｓａｇｕｎｅｒ ＡＭꎬ Ｂｒｕｎｃｋｈｏｒｓｔ Ｃꎬ Ｄｕｒｕ Ｆ.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
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ｉ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ｏｒｌｄ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６:１５４￣１７４.

[１８] 　 Ｂａｓｓｏ Ｃꎬ Ｔｈｉｅｎｅ Ｇꎬ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Ｄ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
ｔｈｙ ａｎｄ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
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Ｈｕｍ Ｐａｔｈｏｌꎬ ２０００ꎬ３１:９８８￣８９８.

[１９] 　 Ｊａｃｏｂｙ Ｄꎬ ＭｃＫｅｎｎａ ＷＪ.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ꎬ ２０１２ꎬ３３:２９６￣３０４.

[２０] 　 Ｚｉｐｅｓ ＤＰꎬ Ｃａｍｍ ＡＪꎬ Ｂｏｒｇｇｒｅｆｅ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Ｃ / ＡＨＡ / ＥＳＣ ２００６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ｄｄｅ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ｄｅａｔｈ—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ｄｄｅ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ｄｅａ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ｒｈｙｔｈ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ꎬ ２００６ꎬ２７:２０９９￣２１４０.

[２１] 　 Ｔｉｓｏ Ｎꎬ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ＤＡꎬ Ｎａｖ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ｒｙａｎｏｄ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
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ｔｙｐｅ ２ (ＡＲＶＤ２).
Ｈｕｍ Ｍｏｌ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０１ꎬ１０:１８９￣１９４.

[２２] 　 Ｍａｒｃｕｓ ＦＩꎬ ＭｃＫｅｎｎａ ＷＪꎬ Ｓｈｅｒｒｉｌｌ Ｄ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ｒｈｙｔｈ￣
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ꎬ ２０１０ꎬ３１:
８０６￣８１４.

[２３] 　 Ｖａｓａｉｗａｌａ ＳＣꎬ Ｆｉｎｎ Ｃꎬ Ｄｅｌｐｒｉｏｒｅ 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ａｒｃｏｉｄ ｍｉｍｉｃｋｉｎｇ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

ｓｉａ.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０９ꎬ２０:４７３￣４７６.
[２４] 　 Ｃｏｒｒａｄｏ Ｄꎬ Ｂａｓｓｏ Ｃꎬ Ｒｉｚｚｏｌｉ Ｇꎬ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

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３ꎬ４２:１９５９￣１９６３.

[２５] 　 Ｆａｂｒｉｔｚ Ｌꎬ Ｈｏｏｇｅｎｄｉｊｋ ＭＧꎬ Ｓｃｉｃｌｕｎａ ＢＰ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ａ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ｐｌａｋｏｇｌｏｂ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ｉｃｅ.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５７:７４０￣７５０.

[２６] 　 Ｃａｌｋｉｎｓ Ｈ.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
ｏｐａｔｈｙ.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６ꎬ２１:５５￣６３.

[２７] 　 Ｈｉｒｏｉ Ｙꎬ Ｆｕｊｉｕ Ｋꎬ Ｋｏｍａｔｓｕ Ｓ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Ｊｐｎ Ｈｅａｒｔ Ｊꎬ ２００４ꎬ４５:１６９￣１７７.

[２８] 　 Ｇｅｒｕｌｌ Ｂꎬ Ｈｅｕｓｅｒ Ａꎬ Ｗｉｃｈｔｅｒ Ｔ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ｍｏ￣
ｓｏ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ｌａｋｏｐｈｉｌｉｎ￣２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Ｎａｔ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０４ꎬ３６:１１６２￣１１６４.

[２９] 　 Ｂｈｏｎｓａｌｅ Ａꎬ Ｊａｍｅｓ ＣＡꎬ Ｔｉｃｈｎｅｌｌ 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ｔｅｒ￣ｄｅ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ｔｅｒ￣ｄｅ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ｒ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５８:１４８５￣１４９６.

[３０] 　 Ｗｉｃｈｔｅｒ Ｔꎬ Ｐａｕｌ Ｍꎬ Ｗｏｌｌｍａｎ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ｔ￣
ｅｒ / ｄｅ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
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６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１０９:１５０３￣１５０８.

[３１] 　 Ｐｉｃｃｉｎｉ ＪＰꎬ Ｄａｌａｌ Ｄꎬ Ｒｏｇｕｉ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ｄｅ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Ｈｅａｒｔ Ｒｈｙｔｈｍꎬ ２００５ꎬ２:１１８８￣１１９４.

[３２] 　 Ｌｉｎｋ ＭＳꎬ Ｌａｉｄｌａｗ Ｄꎬ Ｐｏｌｏｎｓｋｙ Ｂꎬ ｅｔ ａｌ.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ＲＶＣ: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ｏｒｓꎬ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６４:１１９￣１２５.

[３３] 　 Ｂａｉ Ｒꎬ Ｄｉ ＢＬꎬ Ｓｈｉｖｋｕｍａｒ Ｋꎬ ｅｔ ａｌ.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
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ｉｎ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
ｏｐａｔｈｙ: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ｅｐｉｃａｒｄｉａｌ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Ｃｉｒｃ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４:４７８￣４８５.

[３４]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Ｂꎬ Ｍａｄｈａｖａｎ Ｓꎬ Ｊａｍｅｓ Ｃꎬ ｅｔ 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ａｂ￣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ｉｎ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
ｕｌａｒ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 /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Ｃｉｒｃ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５:４９９￣５０５.

[３５] 　 Ｇｉｌｌｊａｍ Ｔꎬ Ｂｅｒｇｈ ＣＨ.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ｈｌ′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ｎｄ ａｒｒｙｔｈ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Ｅｕｒ Ｊ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１: １０６￣
１０９.

[３６] 　 张红菊ꎬ王皓. 致心律失常右心室心肌病.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１２ꎬ３１:８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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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
ｅａｓｅꎬＣＯＰＤ)居全球死亡原因第四位ꎬ是一种以气流受限但不

完全可逆为特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１] ꎮ 自主神经系

统(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ＮＳ)也称内脏神经系统或是

植物神经系统ꎬ主要功能是调节内脏活动ꎬ包括交感神经系

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ꎮ ＣＯＰＤ 患者长期的低氧和(或)高碳

酸血症以及胸内压的增加等ꎬ均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活

动ꎬ从而导致 ＣＯＰＤ 患者相应的合并症出现[２] ꎮ 自主神经系

统的再平衡是 ＣＯＰＤ 患者未来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本文

就 ＣＯＰＤ 患者自主神经系统紊乱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ꎮ
一、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机理

１. 化学感受器:化学感受器根据所在部位不同分为外周

化学感受器和中枢化学感受器ꎮ ＣＯＰＤ 患者若并发Ⅱ型呼吸

衰竭ꎬ则其同时存在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ꎬ这两者对于自

主神经系统的影响是不同的ꎮ 低氧血症主要是通过刺激外

周化学感受器来兴奋呼吸ꎬ而高碳酸血症主要是通过刺激中

枢化学感受器来兴奋呼吸ꎮ 目前已证实持续的低氧状态会

通过刺激外周化学感受器来增加交感神经的兴奋性ꎬ且在一

定范围内ꎬ缺氧程度与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的程度有一定相

关性[２] ꎬ故氧疗对改善 ＣＯＰＤ 患者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

至关重要[３] ꎮ 高碳酸血症则通过刺激中枢化学感受器与低

氧血症联合起来兴奋交感神经系统ꎬ故 ＣＯＰＤ 患者交感神经

系统的张力要高于正常人ꎮ
２. 压力感受器:压力感受器主要位于颈动脉窦及主动脉

弓ꎬ其感受的适应刺激本质上是血管壁的被动扩张ꎬ而不是

动脉血压本身ꎮ ＣＯＰＤ 患者存在肺气肿尤其至后期演变成桶

状胸ꎬ胸内压会发生较大变化ꎮ 压力向心脏及大动脉传导ꎬ
持续刺激压力感受器ꎮ 起初ꎬ压力感受器能够快速适应压力

变化ꎬ但是压力感受器对于缓慢持续性的压力刺激并不敏

感ꎬ它会逐渐适应高压力的刺激ꎬ重新调定其刺激阈ꎬ使其刺

激阈升高ꎬ需要更强的压力刺激才能使其产生冲动ꎬ这样会

导致其敏感性下降ꎬ从而影响自主神经对血压及心率的

调节[４] ꎮ
３. 肌肉代谢感受器:肺通气的阻力包括弹性阻力及非弹

性阻力ꎬＣＯＰＤ 患者为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ꎬ其气道管径缩

小ꎬ非弹性阻力增加ꎬ呼吸肌做功必然增加ꎬ呼吸肌其中尤其

是膈肌会受损并发生重构[５] ꎮ 呼吸肌做功增加导致局部的

代谢产物增加ꎬ刺激局部的代谢感受器从而兴奋交感神经

系统ꎮ
４. 肺牵张感受器:肺牵张反射又称黑伯反射ꎬ是指由于

肺扩张或是萎缩引起的吸气抑制或是吸气兴奋的反射ꎬ包括

肺扩张反射及肺萎缩反射ꎮ 肺牵张感受器的受体分为慢调

节受体和快调节受体ꎮ 慢调节受体接受肺逐渐膨胀的信息

而快调节受体接受肺容积瞬间变化的信息[６] ꎮ 当肺足够膨

胀时肺扩张反射兴奋将吸气转化为呼气ꎬ防止肺过度膨胀ꎮ
而 ＣＯＰＤ 患者肺气肿过程是逐渐产生的ꎬ慢调节受体会持续

的兴奋ꎬ从而导致受体的下调ꎬ降低其对刺激的兴奋性ꎬ使机

体的肺牵张反射渐弱ꎮ
５. 肺￣Ｃ￣感受器(Ｊ￣受体):支气管和肺实质都是由细小的

无髓神经纤维所支配的ꎬ这些神经纤维能传递局部的机械及

化学性刺激ꎮ 各种炎症介质、尼古丁、低氧及酸碱平衡失调

等均会刺激 Ｃ￣感受器ꎬ从而导致机体交感神经兴奋性增

加 [３] ꎮ 现已证实ꎬＣＯＰＤ 并不是简单的气流受限且不完全可

逆的疾病ꎬ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全身系统性炎症疾病ꎬ众多

炎症因子会严重影响自主神经功能的稳定性[７] ꎮ
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评价

指标

１. 心率变异性(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ＨＲＶ):是指连续心

跳间 Ｒ￣Ｒ 间期的微小差异ꎮ 心率主要受自主神经系统的调

节ꎬ该指标可以反映出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系统之间的平

衡性ꎬ目前已是公认的判断自主神经功能最好的指标ꎮ 其分

析方法主要有: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及非线性分析法[８] ꎮ
(１)时域分析是指通过分析一系列统计学指标来评价心

率变异性的分析方法ꎮ 常用指标:①总体标准差(ＳＤＮＮ):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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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中全部窦性心率 ＲＲ 间期的标准差ꎮ
②均值标准差(ＳＤＡＮＮ):ＲＲ 间期平均值的标准差ꎮ ③标准

差均值(ＳＤＮＮＩ):每 ５ 分钟为一时间段ꎬ计算每 ５ 分钟的 Ｒ￣
Ｒ 间期标准差的平均值ꎮ ④差值均方的平方根(ＲＭＳＳＤ):相
邻 ＲＲ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ꎮ ⑤ＰＮＮ５０:指相邻 ＲＲ 间期之差

> ５０ｍｓ 的个数所占百分比ꎮ ⑥ＳＮＮ５０￣ｔｏｔａｌ:相邻 ＲＲ 间期差

值 > ５０ｍｓ 的总个数[９] ꎮ 时域分析方法的数据可通过对患者

行 ２４ 小时动态心电图获得ꎬ计算简单、结果直观ꎬ易于被临

床医师接受ꎮ
(２)频域分析:是将连续正常的 ＲＲ 间期进行基于自回

归 ＡＲ 模型的现代谱估计获得的功率谱密度ꎮ 其正常值范

围为 ０ ~ ０ ５Ｈｚꎬ一般将人的心率功率谱分为:高频(０ １５ ~
０ ４Ｈｚ)反映迷走神经活动的标志ꎬ低频(０ ０４ ~ ０ １５ Ｈｚ)反
应交感和迷走神经对心脏共同调节的作用ꎬ极低频(０. ００３３
~ ０ ０４ Ｈｚ)及超低频( < ０. ００３３ Ｈｚ)的临床意义不是十分明

确ꎬ似乎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有关ꎮ 低频 /高频的

比值在交感神经兴奋时会升高而在迷走神经兴奋时则会下

降ꎬ它反映交感和副交感神经之间的平衡关系[１０￣１２] ꎮ 非线性

分析法正处于研究阶段ꎬ并具有研究价值ꎮ
２. 放射性 １２３Ｉ￣心肌显像:１２３Ｉ￣间碘苯甲胍是胍乙啶的

类似物ꎬ它与去甲基肾上腺素在神经系统末梢有类似的代谢

途径ꎬ但不被甲基转移酶及单胺氧化酶所代谢ꎮ １２３Ｉ￣间碘苯

甲胍心肌显像能反应出肾上腺素能神经功能的变化ꎮ 目前

已经用于缺血性心脏病ꎬ心力衰竭ꎬ大动脉狭窄ꎬ扩张性心肌

病以及肥厚性心肌病等心脏疾病的诊断ꎮ ＣＯＰＤ 患者的 １２３Ｉ
在纵膈内沉积率低ꎬ且较正常人有更快的清除率ꎬ这可能与

ＣＯＰＤ 患者较快的心率有关ꎮ ＣＯＰＤ 患者存在自主神经功能

紊乱ꎬ交感神经较正常人活跃ꎬ心肌细胞易受损ꎬ导致心肌缺

血、心率失常、心功能不全等发生ꎬ故心肌显像可通过心脏间

接反应出 ＣＯＰＤ 患者情况[１３￣１４] ꎮ
３. 乙酰胆碱汗滴实验:在两个足背上均标记一 ３６ｍｍ ´

２４ｍｍ 范围大小的区域ꎬ用黄色的淀粉糊覆盖其上ꎬ在这个区

域的中心往其皮下注射ꎬ０ １％乙酰胆碱 ０. １ｍＬꎬ刺激汗腺分

泌汗液ꎬ汗液遇到淀粉即会变成蓝色ꎮ 六分钟后摄像拍照ꎬ
相片按照 １:１ 的比例放大 １０ 倍ꎬ准备一张 ２ ５ｃｍ ´２ ５ｃｍ 大

小的含有 ６４ 个小正方形的透明的格子纸ꎬ将这个格子纸放

在放大的照片上ꎬ注射部位置于格子纸的中心ꎮ 注射部位周

围的四个格子不算在内ꎬ剩余的 ６０ 个小格子中ꎬ记录 < ６ 个

汗点的格子总数ꎮ 没有或是只有 １ 个格子是正常的ꎬ有 ５ 个

或是更多的则为异常ꎬ鉴于 ２ ~ ４ 之间为临界状态ꎮ 这个实

验不受年龄的影响ꎬ而且重复性好[１５] ꎮ
４. 其他指标:ｖａｌｓａｖａ 动作反应指数、深呼吸时心率的变

化(呼吸差)、由卧位到立位心率的即刻反应、由卧位到立位

血压的即刻反应(卧立压差)、握力试验的血压反应、Ｑ—Ｔ 离

散度(ＱＴｄ)、直立倾斜试验等ꎮ 但临床上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为心率变异性ꎮ
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临床

表现

１. 心血管事件:ＣＯＰＤ 患者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必然影响

其对心血管系统的调节作用ꎬ心血管事件是 ＣＯＰＤ 患者最常

见和最重要的合并症ꎬ也是导致患者死亡率和住院率增加最

常见的原因[１６] ꎮ 主要包括四类:①缺血性心脏病ꎬＣＯＰＤ 患

者合并缺血性心脏病较为常见ꎬ但在临床上容易被忽略ꎻ②
心力衰竭ꎬ约有 ３０％的 ＣＯＰＤ 稳定期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心

力衰竭ꎬ此外ꎬ约有 ３０％的心力衰竭患者合并 ＣＯＰＤꎻ③心房

颤动ꎬ这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类型ꎬＣＯＰＤ 患者中心房颤动的

发生率会有所增加ꎻ④高血压ꎬ是 ＣＯＰＤ 患者最常见的合并

症ꎬ对疾病的进展影响很大[１] ꎮ
２. 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控制主要与中枢神经系统内的多

巴胺及乙酰胆碱等相关ꎬ虽然情绪的产生并非由自主神经系

统所发出ꎬ但它对情绪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持和延续的作用ꎬ
两者存在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１７] ꎮ 有研究表明ꎬＣＯＰＤ 患者

在疾病早期即可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变化ꎬ且以女性患者

受累更为多见ꎬ情绪的变化与疾病的进展过程有着密切的相

关性 [１８] ꎮ 焦虑和抑郁可导致 ＣＯＰＤ 患者精神负担加重ꎬ丧
失正常的生活及劳动能力ꎬ同时会增加患者呼吸困难的主观

感觉ꎬ增加患者急性发作的次数及住院率ꎮ 更为重要的是导

致患者的医从性下降ꎬ在治疗期间不予配合或是配合

不佳[１９] ꎮ
３. 营养不良:有研究表明ꎬ营养支持对于 ＣＯＰＤ 患者功

能康复非常重要[２０] ꎮ 营养不良是 ＣＯＰＤ 患者普遍存在的问

题ꎬ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ꎬ如长期的低氧血症和(或)高碳

酸血症及肺动脉高压甚至右心力衰竭竭引发胃肠道瘀血ꎬ导
致胃肠道功能紊乱ꎮ 自主神经系统失平衡ꎬ交感神经相对兴

奋ꎬ胃肠蠕动减弱ꎬ消化腺分泌消化液减少ꎬ影响营养物质的

消化和吸收[２１] ꎮ 且其焦虑和抑郁的精神因素对饮食同样会

产生影响ꎬ导致患者厌食ꎬ营养物质摄入不足ꎬ引起负氮平

衡ꎮ 静息状态下ꎬＣＯＰＤ 患者交感神经较正常人兴奋ꎬ心率增

快ꎬ呼吸肌和心肌做功增加ꎬ使机体能量消耗增加ꎮ 有研究

表明ꎬ对存在营养不良的 ＣＯＰＤ 患者使用胃促生长素可改善

患者临床症状ꎬ加速胃排空ꎬ增进患者食欲ꎬ从而增加入量ꎬ
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２２] ꎮ

四、展望

ＣＯＰＤ 患者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病理、生理机制相当复

杂ꎬ所致临床表现多种多样ꎮ 在运动能力下降方面:静息状

态下ꎬ不仅 ＣＯＰＤ 患者肺活量的下降限制了运动能力[２３] ꎬ且
ＣＯＰＤ 患者心率较正常人增快ꎬ心率增快到一定程度必然会

影响心率储备ꎬ尤其发展至右心衰竭ꎬ心率储备必然下降ꎬ从
而加重运动能力的下降ꎮ 有研究表明ꎬ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和

ＣＯＰＤ 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密切相关[２４] ꎬ可见自主神经系统的

再平衡对于 ＣＯＰＤ 患者的功能康复及生活质量的提高至关

重要ꎮ 目前评价 ＣＯＰＤ 患者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最好指标

是心率变异性ꎬ它不仅可以参与患者的危险分层ꎬ更主要的

是可以作为患者康复效果的评价指标ꎮ 在治疗方面ꎬ主要有

β 受体阻滞剂、氧疗及运动耐力的锻炼等ꎬ但尚未有一完整

而系统的治疗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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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姚志刚ꎬ徐秋芬ꎬ袁玮ꎬ等. 肺活量与用力肺活量差值预测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运动能力的研究.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１４ꎬ３３:２４１￣２４４.

[２４] 　 Ｖａｎ Ｇｅｓｔｅｌ ＡＪꎬ Ｋｏｈｌｅｒ Ｍꎬ Ｓｔｅｉｅｒ Ｊꎬ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ｐｉ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６: ９３９￣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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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时缝隙连接蛋白４３ 重构及其
对心律失常的影响

穆以璠　 韩智红　 王云龙　 任学军

　 　 [关键词] 　 缝隙连接蛋白 ４３ꎻ心力衰竭ꎻ心律失常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４￣３３６￣２４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ＡＣＣＦ / ＡＨＡ 心力衰竭管理指南ꎬ心力衰竭

被定义为ꎬ因心室充盈或射血的任何结构或功能受损所致的

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ꎮ 主要的电生理变化以及心力衰竭

时心律失常的机制取决于心力衰竭发生的原因[１] ꎮ 电生理

改变的基本物质不同ꎬ心律失常发生的机制也不同ꎬ这使得

心力衰竭时心律失常的治疗十分困难ꎬ且治疗途径的选择并

不明确ꎮ 心力衰竭时的电生理改变是多样的ꎬ包括离子通道

的重构ꎬ钙调蛋白的改变ꎬ细胞外基质的改变ꎬ瘢痕的产生ꎬ
交感神经、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激活等[１] ꎬ而缝

隙连接蛋白(ｃｏｎｎｅｘｉｎꎬＣｘ)的重构则是细胞内一项重要的改

变ꎬ近年来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ꎬ对其改变的研究也为治疗

心律失常提供了新的靶点ꎮ
缝隙连接(ｇａｐ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ꎬＧＪ)构成了细胞间的电通道ꎬ它

们之间精准的排布使得心脏有规律地跳动ꎮ Ｃｘ 是构成 ＧＪ
的基本单位ꎬ与心脏的电传导相关ꎮ Ｃｘ４３ 就是其中一种重

要的缝隙连接蛋白ꎮ 心力衰竭时ꎬ心室肌 Ｃｘ４３ 发生重构ꎬ主
要有以下三点:侧边化、数量下降以及脱磷酸化ꎮ 其重构有

助传导异常冲动ꎬ从而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ꎮ 本文就心力衰

竭时心室肌 Ｃｘ４３ 的重构、Ｃｘ４３ 与心律失常的关系及改善

Ｃｘ４３ 的方法做一综述ꎮ
１. 连接蛋白与缝隙连接 　 同大多数组织和器官一样ꎬ

心脏中也表达着多种连接蛋白:Ｃｘ４３ꎬＣｘ４０ 和 Ｃｘ４５ꎬ它们以

不同组合ꎬ不同数量表达在心脏的不同肌细胞上[２] ꎬ Ｃｘ４３ 主

要分布在心室肌ꎬＣｘ４５ 和 Ｃｘ４０ 数量较少ꎬ主要分布于心房肌

和传导系统ꎮ ６ 个 Ｃｘ 呈花瓣样排列组成连接子ꎬ两相邻细胞

膜上的连接子端￣端相连ꎬ形成一个对称的、中空的 ＧＪ 通道ꎬ
ＧＪ 通道可以介导相邻细胞之间离子、小分子营养物质的交

换及电传导ꎮ 数十个 ＧＪ 通道在细胞膜上成簇排列在一起就

构成了 ＧＪꎮ ＧＪ 主要分布于细胞间端￣端相邻的部位ꎬ而侧￣侧

相邻部位则分布较少ꎮ ＧＪ 的数量、大小和分布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不同心肌组织的传导性ꎮ
２. 心力衰竭时 Ｃｘ４３ 的变化　 心室肌的 Ｃｘ４３ 是缝隙连

接蛋白家族中的重要成员ꎬ心力衰竭时其发生的重构已得到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ꎬ具体可总结为以下三点:
(１) Ｃｘ４３ 侧边化　 研究表明ꎬ正常心肌组织中的 Ｃｘ４３

在细胞膜表面呈簇状分布于心肌头端闰盘中ꎬ心力衰竭时

ＧＪ 的分布和排列混乱ꎬ并发生侧边化[３] ꎮ ＧＪ 的这种重新分

布造成心肌传导的各向异性ꎬ而这与致心律失常作用有紧密

联系ꎮ
Ｓｍｉｔｈ 等[４]在心脏移植术中发现ꎬ心力衰竭时ꎬＣｘ４３ 分

布的改变是心室梗死边界区的一项标志性特征ꎮ 在这些区

域中ꎬＣｘ４３ 广泛而稀疏地分布于细胞上ꎬ而不是呈簇状聚集

于细胞连接处ꎮ Ｅｍｄａｄ 等[５] 在心室肥大的研究中也发现了

类似改变ꎬ并且发现细胞间纵向传导速度的减慢与此相关ꎮ
Ｈｅｓｋｅｔｈ 等[６]观察心力衰竭犬的心室肌ꎬ也发现 ＧＪ 成形于细

胞侧膜之间ꎮ 这些 ＧＪ 在结构上多种多样且广泛无功能性内

在化ꎬ内在化的 ＧＪ 变为多层膜结构的一部分ꎬ并呈现出自噬

体的特征ꎮ Ｈｅｓｋｅｔｈ 等[６] 另一项研究中ꎬ在心力衰竭犬的心

肌中发现ꎬ心力衰竭时 Ｃｘ４３ 不仅在结构上有所变化ꎬ其功能

也可能与正常 Ｃｘ４３ 存在不同ꎮ 芦兰等[７]建立兔的心力衰竭

模型ꎬ利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 Ｃｘ４３ 的表达ꎬ发现正常心肌

中ꎬＣｘ４３ 主要分布在心肌细胞端￣端连接处ꎬ在胞质和胞核周

围区域基本无分布ꎬ而心力衰竭心肌细胞中部分转至侧￣侧
连接ꎮ

(２) Ｃｘ４３ 数量下降　 Ｃｘ４３ 表达的下降是心力衰竭的一

项普遍特征ꎬ其在心脏射血分数下降之前即开始减少ꎬ并可

持续至心力衰竭晚期ꎬ其转录物和蛋白水平均显著下降ꎬ表
达减少可达 ５０％左右ꎬ学者利用动物模型得到的发现基本一

致[８] ꎮ Ｓａｔｏ 等[９]在仓鼠的心肌病模型中发现ꎬＣｘ４３ 的总量

相比于同龄健康仓鼠并无明显差异ꎬ由此推断 Ｃｘ４３ 可能由

细胞膜表面迁移至胞质中ꎮ 在对人的研究中也有与上述动

物研究一致的发现ꎮ Ｋｏｓｔｉｎ 等[１０]对患有扩张型、缺血性以及

炎性心肌病并行心脏移植术的患者进行研究ꎬ在术中取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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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组织ꎬ观察发现病灶区的 Ｃｘ４３ 分布混乱ꎬ且三种心肌病

中ꎬ每细胞体积内的 Ｃｘ４３ 数量均有明显减少ꎬ由此认为病灶

区域 ＧＪ 的分布和下调的 Ｃｘ４３ 是心肌重构的典型特征ꎬ并猜

测这对心肌病心律失常的发生有很大影响ꎮ Ｇｌｕｋｈｏｖ 等[１１]

对人的心力衰竭心肌组织进行免疫荧光观察ꎬ也发现心内膜

下 Ｃｘ４３ 的表达明显减少ꎮ
目前ꎬＣｘ４３ 下调的机制还没有被完全掌握ꎬ但其中肾素￣

血管紧张素信号ꎬ结合伴侣以及膜区域定位的改变是肯定

的ꎮ 而在心动过速型心力衰竭中ꎬＣｘ４３ 的下调与其 ｍＲＮＡ
的减少相关[１２] ꎮ

(３) Ｃｘ４３ 脱磷酸化　 Ｃｘ４３ 是一种磷酸化蛋白ꎬ 其磷酸

化状态以及分布位置的改变可以导致 ＧＪ 功能失调、细胞间

的兴奋偶联下降、传导速率减慢ꎬ甚至发生心律失常ꎮ
Ａｋａｒ 等[１３]在犬快速右心起搏心力衰竭模型中发现ꎬ

Ｃｘ４３ 的数量仅于左心室发生显著减少ꎬ而传导速率却在左

右心室中均有减慢ꎬ进一步研究发现ꎬ心力衰竭的左右心室

的低磷酸化状态的 Ｃｘ４３ 均明显增多ꎮ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ｅ 等[１４] 对大

鼠进行研究发现ꎬ正常情况下心肌细胞所有可见的细胞连接

内的 Ｃｘ４３ 都是磷酸化状态的ꎮ 进行缺血处理时ꎬＣｘ４３ 开始

发生脱磷酸化ꎬ随缺血时间延长ꎬ尽管 Ｃｘ４３ 总数并无变化ꎬ
但脱磷酸化的 Ｃｘ４３ 比例逐渐增加ꎮ 而进行再灌注时ꎬ随着

磷酸化 Ｃｘ４３ 水平的上升ꎬ心肌细胞功能逐渐恢复ꎮ 由此研

究者认为ꎬ缺血导致的解偶联与 Ｃｘ４３ 的脱磷酸化作用、ＧＪ
内脱磷酸化 Ｃｘ４３ 的积累以及 Ｃｘ４３ 从 ＧＪ 到胞浆的迁移均有

相关性ꎮ 而 Ａｎｄｏ 等[１５] 研究表明:通过刺激迷走神经ꎬ可诱

发乙酰胆碱介导的抗 Ｃｘ４３ 的脱磷酸化ꎬ并因此减少了心律

失常的发生ꎮ
３. Ｃｘ４３ 与心律失常　 细胞偶联对传导心脏冲动至关重

要ꎮ Ｃｘ４３ 可以介导细胞间的电传导及生理(允许细胞间小

分子进行交换)传导ꎬ因此它的变化与心律失常的发生有着

密切联系ꎮ 正常时心肌细胞的 Ｃｘ４３ 位于闰盘ꎬ在细胞连接

处纵向形成化学通道和电通道ꎬ以保证均一的各向异性传

导ꎮ 心力衰竭时ꎬＣｘ４３ 的表达下降和分布紊乱是心肌细胞

在分子水平上发生的最初重构ꎬ也是造成心律失常和随之而

来的心源性猝死(ｓｕｄｄｅ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ｄｅａｔｈꎬＳＣＤ)以及造成心室功

能恶化的一项关键分子改变[３] ꎮ
室内传导的延迟是心力衰竭的一个显著特征ꎬ这与 Ｃｘ４３

密度的减低ꎬ分布的改变以及翻译后修饰的改变密切相关ꎮ
Ｇｕｔｓｔｅｉｎ 等[１６]对小鼠进行心肌 Ｃｘ４３ 基因敲除处理ꎬ这些心

肌特异性 Ｃｘ４３ 缺失的小鼠ꎬ心脏结构和收缩功能均正常ꎬ然
而全部小鼠均因自发性室性心律失常而在 ２ 月龄发生 ＳＣＤꎮ
对这些小鼠的心外膜在电激活模式下进行光学标测ꎬ发现心

室的横向及纵向传导速度显著下降到 ５５％ 及 ４２％ ꎬ这导致

各向异性比例上升ꎮ 这项研究说明 ＧＪ 的异常是致心律失常

的一项关键的分子特征ꎮ 在 Ｇｕｓｔｅｉｎ 等[１７] 的另一项研究中

发现ꎬ心肌中含有 Ｃｘ４３ 缺失斑(正常 ＧＪ 减少或缺失的部位)
的实验小鼠ꎬ其 Ｃｘ４３ 的异常对于不良的收缩功能和传导异

常冲动有着重要作用ꎮ Ｓｔｒｏｍ 等[１８] 发现ꎬ心力衰竭时 Ｃｘ４３

在心外膜表达的降低较深层心肌更为明显ꎬ这种变化可导致

不同心肌层间发生解偶联ꎬ心室壁不同肌层复极梯度增大ꎬ
导致传导阻滞及折返性心律失常ꎮ Ａｋａｒ 等[１９] 的研究也发

现ꎬ Ｃｘ４３ 的重构可诱导严重室性心律失常ꎮ
另外研究表明ꎬ药理学方法可以维持 Ｃｘ４３ 的磷酸化状

态并以此增加细胞偶联ꎮ 尽管 ＧＪ 改造剂可加快传导速度并

抑制缺血造成的传导减慢ꎬ但 ＧＪ 改造剂也可能造成传导的

各向异性ꎬ并最终导致细胞间横向活化的阻滞和心律失常ꎮ
４. 改善 Ｃｘ４３ 的方法　 目前ꎬ一些改善 Ｃｘ４３ 的方法目前

已经应用于大鼠、兔、天竺鼠及犬的心肌病模型ꎬ这些方法包

括:ＧＪ 改造剂(促进 ＧＪ 的细胞通讯)、地尔硫卓、雌激素、索他

洛尔、Ω￣３ 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阿托伐他汀、氯沙坦、罗布

麻宁(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反应性氧自由基产生的主要来源)抑制

剂)、定向外部重离子束照射(ＴＨＩＲ)、和 α 连接蛋白羧基末端

肽 (ａｌｐｈａ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ꎬαＣＴ１)等ꎮ
ＧＪ 改造剂可缩短有效不应期、提高纵向传导速度、提高

心室颤动阈值并降低室性心律失常的易患性[２０] ꎮ 地尔硫卓

可以改善左心功能并抑制 Ｃｘ４３ 的脱磷酸化[２１] ꎮ 雌激素可

抑制 Ｃｘ４３ 的脱磷酸化、肌细胞凋亡和梗死面积ꎬ并降低室性

心律失常的易患性[２２] ꎮ 索他洛尔可预防缺血相关的电解偶

联ꎬ还可提高传导速度、缩短有效不应期ꎬ并显著降低室性心

动过速的发生率[２３] ꎮ Ω￣３ 脂肪酸和阿托伐他汀可增加 Ｃｘ４３
的表达ꎬ保护心肌细胞和缝隙连接的完整性[２４] ꎮ 氯沙坦是

一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拮抗剂ꎬ可防止 ＧＪ 的重

构ꎬ抑制纤维化ꎬ改善冲动传导ꎬ并提高心肌电稳定性[２５] ꎮ
罗布麻宁也可降低室性心律失常的易患性ꎬ增加 Ｃｘ４３ 的表

达及磷酸化ꎬ其对心功能失调的改善还表现为 ＱＲＳ 时程、有
效不应期和单相动作电位时程的缩短[２６] ꎮ ＴＨＩＲ 有助于

Ｃｘ４３ 的端侧化和表达ꎬ正常心脏在接受一次 ＴＨＩＲ 治疗后ꎬ
组织排布的改善、空间异质性的减少可持续长达 １ 年[２７] ꎮ
而 αＣＴ１ 是构成 Ｃｘ４３ 羧基的一种肽ꎬ被证实可以改善心肌的

收缩性ꎬ降低心律失常的发生率ꎬ同时可以提高受损心肌的

传导速度ꎬ对于受损的心肌组织ꎬ这种 Ｃｘ４３ 的模拟肽可以作

为一种阻止心律失常性猝死的治疗方案[２８] ꎮ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启示我们ꎬ抑制 Ｃｘ４３ 的重构ꎬ改善心

肌 Ｃｘ４３ 水平ꎬ可以成为抗心律失常ꎬ尤其是心力衰竭相关的

心律失常潜在的新靶点ꎮ
总之ꎬ心力衰竭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ꎬ而心律失常

作为一种多发的合并症ꎬ增加了其难治性ꎮ 随着对 Ｃｘ４３ 的

深入研究ꎬ其对心力衰竭时心律失常的影响被逐层剥开ꎬ也
为治疗提供了新靶点ꎮ 目前治疗心力衰竭的方式为合理使

用药物并配合心脏再同步化治疗(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ｒ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ＣＲＴ)ꎮ ＣＲＴ 是指在左心室和右心室置入电极ꎬ使其

同时起搏双侧心室ꎬ以此来恢复双侧心室收缩的同步性ꎮ 作

为提高心力衰竭患者存活率、改善心功能、增加运动耐量并

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法之一[２９￣３０] ꎬＣＲＴ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

心力衰竭的临床治疗中ꎮ ＣＲＴ 治疗对心力衰竭时心室肌

Ｃｘ４３ 重构的影响ꎬ可以为研究 ＣＲＴ 治疗心力衰竭的机制提

７３３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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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０.

[２１] 　 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 Ｓꎬ Ｋｕｒｉｈａｒａ Ｈꎬ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Ｍ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
ｎｅｘｉｎ４３ ｄ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ｌｔｉ￣
ａｚｅｍ ｏ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ｙｐｏｘ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Ｈｉｓｔｏｌ Ｈｉｓ￣
ｔｏｐａｔｈ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２６:３１５￣３２２.

[２２] 　 Ｗａｎｇ Ｙꎬ Ｗａｎｇ Ｑꎬ Ｚｈａ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ｓｃｈｅ￣
ｍｉａ ｉｎ ｒａｔｓ. Ｃｉｒｃ Ｊꎬ２０１０ꎬ７４:６３４￣６４３.

[２３] 　 Ｆｏｎｔｅｓ ＭＳꎬ ｖａｎ Ｖｅｅｎ ＴＡꎬ ｄｅ Ｂａｋｋｅｒ ＪＭ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Ｃｘ４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Ｂｉｏｃｈｉ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ꎬ２０１２ꎬ１８１８:２０２０￣２０２９.

[２４] 　 Ｂａｃｏｖａ Ｂꎬ Ｒａｄｏｓｉｎｓｋａ Ｊꎬ Ｋｎｅｚｌ Ｖꎬ ｅｔ ａｌ.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ｙ￣
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ｃ ｒａｔ ｈｅａｒ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６１:７１７￣７２３.

[２５] 　 Ｓｔｅｉｎ Ｍꎬ Ｂｏｕｌａｋｓｉｌ Ｍꎬ Ｊａｎｓｅｎ ＪＡ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ｂ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ｎ ａｇｅｄ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Ｈｅａｒｔ Ｃｉｒ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２９９:Ｈ３１０￣Ｈ３２１.

[２６] 　 Ｌｉｕ Ｙꎬ Ｈｕａｎｇ Ｈꎬ Ｘｉａ Ｗꎬ ｅｔ ａｌ. ＮＡＤＰＨ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ｍｅｌ￣
ｉｏｒａｔｅ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ｂｂ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０ꎬ３４３:１４３￣１５３.

[２７] 　 Ａｍｉｎｏ Ｍꎬ Ｙｏｓｈｉｏｋａ Ｋꎬ Ｆｕｊｉｂａｙａｓｈｉ Ｄꎬ ｅｔ ａｌ. Ｙｅａｒ￣ｌｏｎｇ ｕｐ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 ｉｎ ｒａｂｂｉｔ ｈｅａｒｔｓ ｂｙ ｈｅａｖｙ ｉｏｎ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Ｈｅａｒｔ Ｃｉｒ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２９８:Ｈ１０１４￣Ｈ１０２１.

[２８] 　 Ｏｎｇｓｔａｄ ＥＬꎬ Ｏ′Ｑｕｉｎｎ ＭＰꎬ Ｇｈａｔｎｅｋａｒ ＧＳꎬ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
ｍｉｍ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ｋ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 Ａｄｖ Ｗｏｕｎｄ Ｃａｒｅ (Ｎｅｗ Ｒｏ￣
ｃｈｅｌｌｅ)ꎬ２０１３ꎬ２:５５￣６２.

[２９] 　 郎瑞ꎬ 冯天鹰ꎬ 哈斯ꎬ 等. 超声心动图技术在心脏再同步化

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３２:２２４￣２２６.
[３０] 　 吕昀ꎬ 柳景华ꎬ 吕媛. 心力衰竭心脏再同步治疗的几个热点

问题.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４６４￣４６７.
(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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