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月刊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创刊　 　 第 ３４ 卷　 第 ６ 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出版

主　 管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办

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出版单位

«心肺血管病杂志»编辑部

１０００２９ꎬ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 ２
号　 北京安贞医院内

电话:(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传真:(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ｆｘｚ. ｃｂｐｔ. ｃｎｋｉ. 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ｘｆｘｇ８８８８＠ １６３. ｃｏｍ

编辑顾问　 孙衍庆　 张兆光

游苏宁

名誉社长　 吴兆苏

社长兼编辑部主任　 周玉杰

主　 编　 陈宝田

编辑部副主任　 李温斌　 许尚栋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０１８４ 号

印　 刷

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发　 行

国内: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外: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

书贸易集团公司

(北京 ３９９ 信箱ꎬ１０００４４

国外发行代号 ＢＭ１４４７)

订　 购

全国各地邮电局

邮发代号　 ８２ － ６３６
定　 价

全年 ２１６. ００ 元　 每期 １８. ００ 元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 － ５０６２
ＣＮ １１ － ３０９７ / Ｒ

２０１５ 年版权归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

研究所 －北京安贞医院所有

目次

临床论著

　 心肺血管内科

脂联素基因多态性与早发冠心病

　 的相关性研究 张　 闽　 彭　 瑜　 吕树铮　 　 ４２９…………………………

在射频消融患者中室性期前收缩诱发性

　 心肌病的发生及影响因素分析 穆以璠　 韩智红　 王云龙等　 ４３６………

青年与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

　 炎性因子的对比分析 王喜福　 杨　 铎　 曾玉杰　 　 ４４１…………………

高龄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樊燕琴　 杨　 清　 吕继辉等　 ４４４…………………………………………

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与危险分层的相关性

　 分析 刘　 波　 刘成伟　 何　 蕾等　 ４４８……………………………………

电子支气管镜诊断肺癌临床研究 王　 永　 张晓梅　 刘　 勇　 　 ４５２………

儿童特发性肺动脉高压预后相关因素

　 的分析 朱　 燕　 张　 陈　 张　 丹等　 ４５６…………………………………

　 心胸血管外科

外科治疗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的疗效

　 评价 杨建国　 陈绪发　 何亚峰等　 ４６１……………………………………

经右胸小切口在二次心脏手术中的应用

　 李　 平　 尤　 斌　 高　 峰等　 ４６５…………………………………………

双侧颈动脉狭窄不同血运重建方式疗效

　 的对比分析 王　 盛　 陈　 忠　 刘　 晖等　 ４７０……………………………

经胸超声引导下无放射线经皮房间隔缺损

　 伞堵术 ６ 例分析 贾一新　 孟　 旭　 李　 岩等　 ４７４………………………



　 　 微创右腋下直切口与胸骨正中切口在心内直视手术中的对比 谭　 燕　 黄　 苏　 胡传贤等　 ４７７……………

超声及影像

肺动脉 ＣＴ 造影检查对肺动脉肉瘤鉴别诊断的意义 甘辉立　 张健群　 黄小勇等　 ４８０………………………

盐酸去甲乌药碱用于核素心肌灌注显像诊断冠心病有效性的临床观察

米宏志　 王　 蒨　 田　 锐等　 ４８６……………………………………………………………………………

病例报告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 ２ 例报告 耿清峰　 刘育慧　 李红月等　 ４８９……………………………………………………

基础研究

虚拟组织学血管内超声评价吡格列酮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的实验研究 张玉慧　 张明多　 闫云峰等　 ４９１…………………………………………………………………

炎症小体 Ｎｌｒｐ３ 在高血压小鼠心肌纤维化中的作用 阿　 希　 李玉琳　 王绿娅等　 ４９６……………………

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检测心肌梗死后炎症的进程 马友才　 刘　 燕　 朴春梅等　 ５０１……………………

医学教学与研究

先天性心脏病三级防治课题在教学中的应用体会 金　 梅　 　 ５０５…………………………………………

综述

盐酸戊乙奎醚在防治术后肺部并发症中的作用 丁　 琳　 卿恩明　 　 ５０８……………………………………

心脏术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研究进展 刘　 妍　 朱光发　 　 ５１１…………………………………………

柔性压电器件在医学中应用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王龙飞　 冯　 雪　 孙立忠等　 ５１５………………………

冠状动脉肌桥的诊疗进展 李岳环　 张海波　 　 ５１９……………………………………………………………

读者作者编者

统计学方法的正确使用问题(一) 本刊编辑部　 ５２２…………………………………………………………

医学期刊论文中常见统计学错误 ４３５…………………………………………………………………………

书讯 ４６９…………………………………………………………………………………………………………

«心肺血管病杂志»对一稿两投处理的声明 ４７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在中国期刊引证报告中 ２０１３ 年计量指标 　 ５０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ꎬ１９８２　 　 Ｖｏｍｕｍｅ ３４ꎬＮｕｍｂｅｒ ６　 　 Ｊｕｎｅ ２６ꎬ２０１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ꎬ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

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ｉｎｓｉｄ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Ｆａｘ:(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ＸＦＸＺ. ｃｂｐｔ. ｃｎｋｉ. 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ｘｆｘｇ８８８８＠ １６３. ｃｏｍ

Ｅｄｉｔｏｒ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ＳＵＮ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ＹＯＵ Ｓｕｎｉｎｇ
Ｈｏｎａｒａ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Ｕ Ｚｈａｏｓ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ＣＨＥＮ Ｂａｏｔｉａｎ
Ｄｅｐｕ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ＬＩ Ｗｅｎｂｉｎ　 ＸＵ 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ｉｓｈａｎ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 Ｏ. Ｂｏｘ ３９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ꎬ Ｃｏｄｅ Ｎｏ.
ＢＭ １４４７Ｑ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

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Ｃｈｉｎａ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ＣＮ １１￣３０９７ / Ｒ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２０１５ ｂｙ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ꎬ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ꎬ ＰＥＮＧ Ｙｕꎬ ＬＶ Ｓｈｕｚｈｅｎｇ 　 ４２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ＭＵ Ｙｉｆａｎꎬ ＨＡＮ Ｚｈｉｈｏ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Ｙｕｎｌｏ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４３６………………………………………………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ｆｕꎬ ＹＡＮＧ Ｄｕｏꎬ ＺＥＮＧ Ｙｕｊｉｅ 　 ４４１…………………………………………………………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ＡＮ Ｙａｎｑｉｎꎬ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ꎬＬＶ Ｊｉｈｕｉꎬｅｔ ａｌ 　 ４４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ＬＩＵ Ｂｏꎬ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ｗｅｉꎬ ＨＥＩ Ｌｅｉꎬ ｅｔ ａｌ 　 ４４８…………………………………………………………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ｅ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ꎬ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ｅｉꎬＬＩＵ Ｙｏｎｇ 　 ４５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ＺＨＵ Ｙａ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４５６…………………………………………………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ｕｏꎬＣＨＥＮ ＸｕｆａꎬＨＥ Ｙａｆｅｎｇꎬｅｔ ａｌ 　 ４６１…………………………………………………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ｔ￣Ａｃｃｅｓ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ｒｅｄｏ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 Ｐｉｎｇꎬ ＹＯＵ Ｂｉｎꎬ ＧＡＯ Ｆｅ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４６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ｔｅｒｏｓｉ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ꎬ ＬＩＵ Ｈｕｉꎬ ｅｔ ａｌ 　 ４７０…………………………………………………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ｖｅ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ｘ ｃａｓｅｓ
　 ＪＩＡ Ｙｉｘｉｎꎬ ＭＥＮＧ Ｘｕꎬ ＬＩ Ｙ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４７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
　 ｓｕｂ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 ｉｎ ｏｐｅｎ ｈｅａｒ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ＡＮ Ｙａｎꎬ ＨＵＡＮＧ Ｓｕꎬ ＨＵ Ｃｈｕａｎｘｉ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４７７…………………………………………………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Ｔ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ａｒｃｏｍａ
　 ＧＡＮ Ｈｕｉｌｉ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ｑｕｎꎬ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ｏ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４８０………………………………………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ｈｉｇｅｎａｍｉｎｅ ａｓ ａ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ｒａｄｉｏｎｕｃｌｉｄ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Ｉ Ｈｏｎｇｚｈｉꎬ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ꎬＴＩＡＮ Ｒｕｉꎬ ｅｔ ａｌ 　 ４８６………………………………………………………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ｉｏ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ｈｕｉꎬ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ｄｕｏꎬＹＡＮＧ Ｙｕｎｆｅ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４９１………………………………………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ｌｒｐ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ｓｏｍｅ ｉｎ ａｎｇ ＩＩ￣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Ａ ＸｉꎬＬＩ ＹｕｌｉｎꎬＷＡＮＧ Ｌｕｙａꎬ ｅｔ ａｌ 　 ４９６………………………………………………………………

Ｉｎ ｖｉｖｏ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ＭＡ Ｙｏｕｃａｉꎬ ＬＩＵ Ｙａｎꎬ ＰＩＡＯ Ｃｈｕｎｍｅｉꎬ ｅｔ ａｌ 　 ５０１……………………………………………………



«心肺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编辑顾问　 ＥＤＩＴＯＲ ＡＤＶＩＳＥＲ　 孙衍庆 ＳＵＮ Ｙａｎｑｉｎｇ　 张兆光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游苏宁 ＹＯＵ Ｓｕｎｉｎｇ

主　 　 编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陈宝田 ＣＨＥＮ Ｂｏｔｉａｎ

执行主编　 ＥＸＥＣＵＴＶＩＶＥ ＥＤＩＴＯＲ　 周其文 ＺＨＯＵ Ｑｉｗｅｎ　 吴学思 ＷＵ Ｘｕｅｓｉ

副 主 编　 ＤＥＰＵＴＹ ＣＨＩＥＦ ＥＤＩＴＯＲＳ(以汉语拼音为序)

龚庆成 ＧＯ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吕树铮 ＬＶ Ｓｈｕｚｈｅｎｇ　 　 　 　 　 　 　 　 刘迎龙 ＬＩＵ Ｙｉｎｇｌｏｎｇ
马长生 ＭＡ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卿恩明 ＱＩＮＧ Ｅｎｍｉｎｇ 孙立忠 ＳＵＮ Ｌｉｚｈｏｎｇ
温绍君 ＷＥＮ Ｓｈａｏｊｕｎ　 吴庆华 ＷＵ Ｑｉｎｇｈｕａ　 吴学思 ＷＵ Ｘｕｅｓｉ
杨新春 ＹＡＮＧ Ｘｉｎｃｈｕｎ　 张兆琪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ｑｉ 赵　 冬 ＺＨＡＯ Ｄｏｎｇ
周其文 ＺＨＯＵ Ｑｉｗｅｎ　 周玉杰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ｅ

编　 　 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Ｓ(以汉语拼音为序)

毕　 齐 ＢＩ Ｑｉ
陈宝田 ＣＨＥＮ Ｂａｏｔｉａｎ
陈保生 ＣＨＥＮ Ｂａｏｓｈｅｎｇ
陈　 东 ＣＨＥＮ Ｄｏｎｇ
陈　 方 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
陈韵岱 ＣＨＥＮ Ｙｕｎｄａｉ
陈　 湛 ＣＨＥＮ Ｚｈａｎ
陈　 忠 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
董建增 ＤＯＮＧ Ｊａｎｚｅｎｇ
董培青 ＤＯＮＧ Ｐｅｉｑｉｎｇ
董　 然 ＤＯＮＧ Ｒａｎ
杜　 杰 ＤＵ Ｊｉｅ
高明哲 ＧＡＯ Ｍｉｎｇｚｈｅ
龚庆成 ＧＯ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顾承雄 ＧＵ Ｃｈｅｎｇｘｉｏｎｇ
顾　 虹 ＧＵ Ｈｏｎｇ
韩　 玲 ＨＡＮ Ｌｉｎｇ
何凤俊 ＨＥ Ｆｅｎｇｊｕｎ
何作祥 ＨＥ Ｚｕｏｘｉａｎｇ
侯晓彤 ＨＯＵ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黄方炯 ＨＵＡＮＧ Ｆａｎｇｊｉｏｎｇ
黄益民 ＨＵＡＮＧ Ｙｉｍｉｎｇ
洪昭光 ＨＯＮＧ 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纪树国 ＪＩ Ｓｈｕｇｕｏ
孔晴宇 ＫＯ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
金　 梅 ＪＩＮ Ｍｅｉ
金　 鸣 ＪＩＮ Ｍｉｎｇ
金征宇 ＪＩＮ Ｚｈｅｎｇｙｕ
柯元南 ＫＥ Ｙｕａｎｎａｎ
来永强 ＬＡＩ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黎　 健 ＬＩ Ｊｉａｎ
李清朗 ＬＩ Ｑｉｎｇｌａｎｇ
李温斌 ＬＩ Ｗｅｎｂｉｎ
李　 昕 ＬＩ Ｘｉｎ
李治安 ＬＩ Ｚｈｉａｎ
李志忠 ＬＩ Ｚｈｉｚｈｏｎｇ
卢家凯 ＬＵ Ｊｉａｋａｉ
刘　 双 ＬＩＵ Ｓｈｕａｎｇ
刘文娴 ＬＩＵ Ｗｅｎｘｉａｎ
刘小慧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ｈｕｉ
刘迎龙 ＬＩＵ Ｙｉｎｇｌｏｎｇ

罗　 毅 ＬＵＯ Ｙｉ
吕树铮 ＬＵ Ｓｈｕｚｈｅｎｇ
马长生 ＭＡ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马临安 ＭＡ Ｌｉｎａｎ
毛节明 ＭＡＯ Ｊｉｅｍｉｎｇ
孟　 旭 ＭＥＮＧ Ｘｕ
区颂雷 ＯＵ Ｓｏｎｇｌｅｉ
卿恩明 ＱＩＮＧ Ｅｎｍｉｎｇ
宋瑞蓂 ＳＯＮＧ Ｒｕｉｍｉｎｇ
孙立忠 ＳＵＮ Ｌｉｚｈｏｎｇ
汪家瑞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ｒｕｉ
王浩彦 ＷＡＮＧ Ｈａｏｙａｎ
王惠玲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ｇ
王金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
王绿娅 ＷＡＮＧ Ｌｕｙａ
王　 蒨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
王天佑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ｙｏｕ
温绍君 ＷＥＮ Ｓｈａｏｊｕｎ
吴庆华 ＷＵ Ｑｉｎｇｈｕａ
吴学思 ＷＵ Ｘｕｅｓｉ

吴兆苏 ＷＵ Ｚｈａｏｓｕ
许尚栋 ＸＵ 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颜红兵 ＹＡＮ Ｈｏｎｇｂｉｎｇ
姚崇华 ＹＡＯ Ｃｈｏｎｇｈｕａ
杨新春 ＹＡＮＧ Ｘｉｎｃｈｕｎ
易定华 ＹＩ Ｄｉｎｇｈｕａ
勇　 强 ＹＯＮＧ Ｑｉａｎｇ
张宏家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ｉａ
张慧信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ｘｉｎ
张健群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ｑｕｎ
张维君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ｊｕｎ
张英川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ｃｈｕａｎ
张兆琪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ｑｉ
张志泰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ｔａｉ
赵　 冬 ＺＨＡＯ Ｄｏｎｇ
周其文 ＺＨＯＵ Ｑｉｗｅｎ
周迎生 ＺＨＯＵ 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周玉杰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ｅ
朱光发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ｆａ
朱小玲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本刊稿约见本期封三至封四
本期执行主编: 吴学思
本期执行编委: 陈宝田　 韩　 玲　 吴学思　 吴庆华　 李温斌　 卢家凯　 许尚栋　 王绿娅

范占明　 刘　 双　 韩智红　 曾哲淳

本期责任编辑: 张　 虹　 吴桂贤　

英文编辑: 李　 岩　 高元明　 金泽宁　 刘　 静　 统计学编辑: 刘　 静　 王文化　 曾哲淳　 杨晓辉

编　 　 辑: 李琪凡　 马思聪

〔期刊基本参数〕 ＣＮ １１￣３０９７ / Ｒ∗１９８２∗Ｂ∗Ａ４∗ｚｈ∗Ｐ∗ ￥ １８. ００∗　 　 ∗２３∗２０１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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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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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首都地区冠心病中西医结合防治规范的研究( ＳＦ￣２００９￣Ｉ￣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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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内科( 张闽 吕树铮) ꎻ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心内科

(彭瑜)
通信作者:吕树铮ꎬ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ꎮ 研究方向:冠心病

的诊断及治疗ꎮ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ｕｚｈｅｎｇ＠ ｍｅｄｍａｉｌ. ｃｏｍ. ｃｎ

临床论著

脂联素基因多态性与早发冠心病的相关性
研究

张 闽　 彭 瑜　 吕树铮

　 　 [摘要] 　 目的:探讨早发冠心病(ＰＣＡＤ)与脂联素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ꎮ 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

方法ꎬ连续入选早发冠心病患者 ５６３ 例为病例组ꎬ４１２ 例冠状动脉造影阴性者为对照组ꎮ 脂联素基因的

１７ 个 ＳＮＰ 为候选位点ꎬ应用质谱分析的方法对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进行分型ꎮ 分析各个 ＳＮＰ 的等位

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ꎬ应用 Ｌｏｇｉｓｉｔｉｃ 回归方法分析各个 ＳＮＰ 在各种遗传模

型下与早发冠心病的关联ꎮ 结果:脂联素基因各 ＳＮＰ 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的

分布频率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ꎻ应用 Ｌｏｇｉｓｉｔｉｃ 回归方法分别在相加、显性和隐性遗传三种遗传

模型下进行 ＳＮＰｓ 位点与早发冠心病的关联分析ꎬ校正混杂因素后发现在相加遗传模型下 ＳＮＰ ＋ ４５Ｔ > Ｇ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 ＰＣＡＤ 易感性相关 (ＯＲ ＝ １ ４１６ꎬ ９５％ ＣＩ: １ ００６ ~ ２ ０５１ꎬ Ｐ ＝
０ ０４３)ꎮ 结论:脂联素基因 ＳＮＰ ＋ ４５Ｔ > Ｇ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 ＰＣＡＤ 易感性相关ꎮ

[关键词] 　 脂联素ꎻ早发冠心病ꎻ单核苷酸多态性ꎻ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６￣４２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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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ｄ￣
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ꎬ ５６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ｓｅ ｇｒｏｕｐ. ４１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ｗｅ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７ ＳＮＰｓ ｉｎ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ｇｅｎｅ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ｄ ＳＮＰ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ａｌｌｅｌ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ＣＡ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ｌｌｅ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Ｐ > ０ ０５).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ꎬ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
ｅ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ＮＰ ＋ ４５Ｔ > Ｇ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ＣＡＤ ｒｉｓｋ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Ｒ ＝ １ ４１６ꎬ ９５％ ＣＩ: １ ００６ － ２ ０５１ꎬ Ｐ ＝ ０ ０４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ＮＰ ＋ ４５Ｔ > Ｇ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ｇｅｎ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ＣＡ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ꎻ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脂联素(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ꎬＡＰＮ)是脂肪细胞分泌的

细胞因子ꎬ在血液中以相对较高浓度循环ꎮ 脂联素

不仅能改善机体糖和脂肪代谢[１]ꎬ尤其是具有明确

的抗炎、致动脉粥样硬化(Ａｓ)等作用[２]ꎻ冠心病患

者血浆脂联素水平显著降低ꎬ低脂联素血症是冠心

病的独立危险因子[３]ꎬ因此脂联素基因的变异与冠

心病可能存在相关性ꎮ 脂联素基因定位于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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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ｑ２７ꎬ全基因组扫描及相关研究证实该区域存在心

血管疾病的易感区域[４]ꎬ国内外研究也证实脂联素

的基因多态性与冠心病存在关联性[５￣８]ꎬ但结果差

异较大ꎮ
遗传学规律表明ꎬ一种疾病发生越早ꎬ其与遗传

的关系越密切ꎬ根据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

治疗组的第三次报告(ＡＴＰＩＩＩ)定义ꎬ如果发生冠心

病的年龄较轻(男性 < ５５ 岁ꎬ女性 < ６５ 岁)ꎬ称为早

发冠心病[９]ꎮ 通过早发冠心病患者相关基因多态

性的研究ꎬ可更有助于了解遗传因素在冠心病发病

的作用机制ꎮ 目前国内外鲜有对于早发冠心病与脂

联素基因多态性的研究ꎬ且对于脂联素单核苷酸多

态性(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ꎬＳＮＰｓ)与冠心

病的相关研究比较零散ꎬ多局限于少数几个位点或

一个区域的 ＳＮＰｓ 进行研究ꎮ 本研究通过高通量

ＳＮＰ 分析技术(质谱法)检测脂联素多态性位点ꎬ并
进行多个位点间连锁不平衡ꎬ探讨汉族人群早发冠

心病与脂联素基因多态性的关系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受试者经询问确定 ３ 代以内为

中国汉族人群ꎬ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在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连续入

选 ９７５ 例ꎬ早发冠心病患者 ５６３ 例ꎬ年龄≥１８ 岁ꎬ
其中男性≤４５ 岁ꎬ女性≤５５ 岁ꎻ冠状动脉造影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ＣＡＧ) 证实左主干狭窄 >
３０％或其他 ３ 支(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至
少有 １ 支冠状动脉狭窄 > ５０％ 的病变ꎻ或有明确

的心肌梗死诊断ꎻ对照组 ４１２ 例ꎬ为年龄相匹配

的ꎬ冠状动脉造影证实 ３ 支主要血管无 Ａｓ 病变ꎻ
心电图、超声心动、心肌酶学检查除外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ꎮ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入院后详细记录一般

特征、心血管病的相关因素及疾病史ꎬ经肘正中静

脉使用 ＥＤＴＡ 抗凝的真空采血管取血 ４ｍＬ 离心分

离血浆ꎬ用于生化指标的检测ꎻ酶联免疫分析

(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血浆脂联素水平ꎻ 提取白细胞

层用于外周血基因组 ＤＮＡ 的抽提ꎮ
２. ＤＮＡ 抽提与扩增　 采用 Ｑｉａｇｅｎ ＤＮＡ 抽提试

剂盒(２５０)提外周血 ＤＮＡꎬ － ８０℃保存ꎮ ＰＣＲ 反应

体系 ２０ｕＬꎬ反应程序为:９４℃预变性 １５ 分钟ꎬ ９４℃
２０ ｓꎬ ５６ ℃ ３０ｓꎬ ７２℃ １ 分钟ꎬ 循环 ４５ 次ꎻ最后

７２ ℃ ３ 分钟ꎮ ２％ 琼脂糖电泳鉴定 ＰＣＲ 产物ꎬ以
１００ｂｐ ＤＮＡ ｌａ ｄｄｅｒｍａｒｋｅｒ 为参照物ꎬＰＣＲ 扩增产物

为 ３７２ ｂｐ 的目的条带ꎮ

３. 候选 ＳＮＰ 位点选择及基因分型　 在 Ｈａｐｍａｐ
网站中分别下载脂联素基因 ＣＨＢ 中的数据ꎬ采用的

数据库为 Ｈａｐｍａｐ Ｄａｔａ Ｒｅｌ ２７ ＰｈａｓｅＩＩ ＋ ＩＩＩꎬＦｅｂ０９ꎬ
ｏｎ ＮＣＢＩ Ｂ３６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ｄｂＳＮＰ ｂ１２６ꎮ 根据 ｒ２ > ０ ８ꎬ
ＭＡＦ >０ ０５ 的标准ꎬ应用 Ｈａｐｌｏｖｉｅｗ ４ ２ 软件对数据

进行单体型分析ꎬ确定 １０ 个候选的 ｔａｇＳＮＰꎻ另根据

文献报道的该基因与疾病有关的易感 ７ 个 ＳＮＰ 位

点ꎬ共计 １７ 个 ＳＮＰ 位点ꎮ 采用 ＡｓｓａｙＤｅｓｉｇｎｅｒ ３ １ 软

件进行引物设计ꎬ应用 Ｓｅｑｕｅｎｏｍ ＭａｓｓＡｒｒａｙ 系统进

行基因分析ꎮ 对于 １７ 个候选 ＳＮＰ 位点ꎬ进行 ｃａｌｌ
ｒａｔｅ 计算ꎬｃａｌｌ ｒａｔｅ > ９０％ ꎮ 其中 ｒｓ８２２３９６ 检出率过

低ꎬ故舍弃ꎬ不进行后续数据分析ꎮ
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软件分析数

据ꎮ 临床指标进行正态性检验ꎬ计量资料数据符合

正态分布以均值 ± 标准差表示ꎬ偏态分布资料以四

分位间距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或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ꎻ计数资料的比较通过卡方检验

或 Ｆｉｓｈｅｒ′ｓ 精确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分布差异ꎻ采用

Ｈａｐｌｏｖｉｅｗ ４ ２ 软件对 ＳＮＰ 数据进行 ＬＤ 分析ꎬ计算

出参数 Ｄ’和 ｒ２ꎮ 应用基因分型软件 Ｐｌｉｎｋ １ ０６ 计

算病例组和对照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的差

异ꎬ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法分别在显性模型(ｄｏｍｉ￣
ｎａｎｔ ｍｏｄｅｌ)、隐性模型(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和加性模型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假定下进行统计推断ꎬ评估脂联素

基因多态性与早发冠心病的相关性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两组临床基线资料分析 　 与对照组比较ꎬ
ＰＣＡＤ 组男性患者所占比例多(Ｐ < ０ ０００１)ꎬ吸烟比

例、糖尿病的患病率显著增高(Ｐ < ０ ０００１)ꎻＰＣＡＤ
组的 ＦＢＧ、ｈｓ￣ＣＲＰ 水平显著增高(Ｐ ＝ ０ ００１ꎬ Ｐ <
０ ００１)ꎻ血脂水平 ＴＧ 明显升高 ( Ｐ ＝ ０ ００３)ꎬ而

ＨＤＬ￣Ｃ 水平显著降低(Ｐ < ０ ０００１)ꎻ两组的血压水

平、高血压病史、高脂血症史、ＢＭＩ、ＴＣ 和 ＬＤＬ￣Ｃ 之

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ꎮ
２. 早发冠心病相关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非冠心病对照组为参照ꎬ把年龄、性别、高血压史、
糖尿病史、吸烟史、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血脂、
ｈｓ￣ＣＲＰꎬ脂联素水平等因素聚集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ꎬ应用条件似然比的向后逐步法统计发现女性、
吸烟、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ＨＤＬ￣Ｃ、空腹血

糖ꎬｈｓ￣ＣＲＰ 是早发冠心病的主要相关因素 ( Ｐ <
０ ０５ꎬ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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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ｘ ± ｓꎬｎ(％ )ꎬＭ(ＱＲ)]

变 量
早发冠心病组

(ｎ ＝５６３)
对照组

(ｎ ＝４１２)
Ｐ 值

年龄 /岁 ４５ ８６ ± ６ ２８ ４６ ６７ ± ６ ３３ ０ １５３
男性 ３６９(６５ ５) １６０(３８ ８) < ０ ０００１
收缩压 / ｍｍＨｇ １２４ ８６ ± １６ ３９ １２５ ９３ ± １４ ６７ ０ ４１
舒张压 / ｍｍＨｇ ７６ ７１ ± １０ ８２ ７５ ８１ ± １０ ０８ ０ ２９９
高血压病史 ３１３(５５ ６) １９８(４８ １) ０ ０６３
糖尿病史 １４４(２５ ６) ５２(１２ ６) < ０ ０００１
高脂血症史 ８０(１４ ２) ７８(１８ ９) ０ １０９
吸烟史 ２９９(５３ １) ９４(２２ ８) < ０ ０００１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６ ９９ ± ３ ４７ ２６ ５９ ± ３ ８５ ０ １６５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３９ ± １ １８ ４ ４９ ± １ ０５ ０ ２４９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７４(１ ２４ꎬ２ ５５) １ ５５(１ １３ꎬ２ １８) ０ ００３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６７ ± ０ ９４ ２ ６８ ± ０ ８７ ０ ８５１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９７(０ ８４￣１ １２) １ １２(０ ９６￣１ ２９) < ０ ０００１
空腹血糖 / (ｍｍｏｌ / Ｌ) ５ ４６(４ ９０ꎬ６ ４２) ５ ２２(４ ８１ꎬ５ ７８) ０ ００１
ｈｓ￣ＣＲＰ / (ｍｇ / Ｌ) １ ６９(０ ７０ꎬ４ １５) １ ０７(０ ５４ꎬ２ ２２) < ０ ０００１
ＡＰＮ / (ｎｇ / Ｌ) ８７９ ３１ ± １１３ ９２ ９１６ ３８ ± １１７ １０ ０ ０４

表 ２　 早发冠心病相关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ＯＲ(９５％ ＣＩ) Ｐ 值

女性 ０ ４３８(０ １７６ ~ ０ ６６９) < ０ ０００１
吸烟 ２ ７８８(１ ８４１ ~ ４ ２２０) < ０ ０００１
糖尿病 ２ ２７６(１ ９７８ ~ ４ ０１４) ０ ００５
高血压 １ ４０３(１ ００８ ~ ２ ０１３) ０ ０２６
高脂血症 １ ５９８(１ １０８ ~ ２ ４０８) ０ ００５
ＨＤＬＣ ０ ２９４(０ １４５ ~ ０ ５９６) ０ ００１
空腹血糖 １ １８０(１ ０１０ ~ １ ３７９) ０ ０３７
ｈＣＲＰ １ ０５５(１ ０１３ ~ １ １１０) ０ ０１０

３.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平衡检验 　 利用 ＰＬＩＮＫ 软

件进行对照组 １６ 个 ＳＮＰｓ 位点进行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吻合度检验ꎬ结果显示基因型频率观察值与处于

Ｈａｒｄｙ￣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平衡状态下随机交配群体的期望

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明样本来

自遗传平衡的总体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ꎮ
４. 各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在早发冠心病组

和对照组之间的分布 　 未发现 ＳＮＰ 在两组之间的

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３ ~ ４)ꎮ
５. 脂联素基因 ＳＮＰｓ 与早发冠心病的相关性分

析　 应用 Ｌｏｇｉｓｉｔｉｃ 回归方法在相加、显性和隐性遗

传三种遗传模型下进行 １６ 个 ＳＮＰｓ 位点与早发冠心

病的关联分析ꎬ并将性别、吸烟史、高血压病史、高脂

血症史、糖尿病史、ＨＤＬＣ、空腹血糖及 ｈＣＲＰ 等相关

因素在统计时予以校正ꎮ 结果在相加遗传模式下ꎬ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Ｔ > Ｇ 与 ＰＣＡＤ 相关ꎬ等位基因 Ｇ 增加了

ＰＣＡＤ 的患病风险 (ＯＲ ＝ １ ４１６ꎬ９５％ ＣＩ:１ ００６ ~
２ ０５１ꎬＰ ＝ ０ ０４３)与中国汉族人群 ＰＣＡＤ 易感性相

关(表 ５)ꎮ

表 ３　 早发冠心病等位基因分析

Ｎｏ. ＳＮＰ
等位基因

(ｍａｊｏｒ:ｍｉｎｏｒ)
ＭＡＦ

早发组 对照组
χ２ 值 Ｐ 值

１ ｒｓ１６８６１１９４ Ａ:Ｇ ０ １８５４ ０ １７７２ ０. １３５４ ０ ７１２９

２ ｒｓ２６６７２９ Ｃ:Ｇ ０ ２５３１ ０ ２７６７ ０. ８７２０ ０ ３５０４

３ ｒｓ１８２０５２ Ｇ:Ａ ０ ４３６４ ０ ４４９５ ０. １９９７ ０ ６５５０

４ ｒｓ１６８６１２０５ Ｇ:Ａ ０ １７９１ ０ １７７２ ０. ００７９ ０ ９２９２

５ ｒｓ８２２３９３ Ｃ:Ｔ ０ ４６５８ ０ ４８７７ ０. ５７３１ ０ ４４９０

６ ｒｓ８２２３９５ Ａ:Ｃ ０ １２６２ ０ １６４１ ３. ５３８０ ０ ０６００

７ ｒｓ１２４９５９４１ Ｇ:Ｔ ０ ４１５３ ０ ３７３８ ２. １６００ ０ １４１７

８ ｒｓ９８８２２０５ Ａ:Ｇ ０ ４２１５ ０ ４３４０ ０. １８４６ ０ ６６７５

９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Ｔ:Ｇ ０ ２９８６ ０ ２５７３ ２. ５０８０ ０ １１３２

１０ ｒｓ１５０１２９９ Ｃ:Ａ ０ ２６２９ ０ ２７４３ ０. １９８８ ０ ６５５７

１１ ｒｓ３７７４２６１ Ａ:Ｇ ０ ４３８５ ０ ４６８４ １. ０９３０ ０ ２９５７

１２ ｒｓ６７７３９５７ Ａ:Ｇ ０ ４３９４ ０ ４６６０ ０. ８６４４ ０ ３５２５

１３ ｒｓ１０６３５３８ Ｔ:Ｃ ０ ４４１９ ０ ４６２１ ０. ４７５５ ０ ４９０４

１４ ｒｓ１０６３５３９ Ｇ:Ｃ ０ ２９３５ ０ ２７５３ ０. ４６６６ ０ ４９４５

１５ ｒｓ１２６２９９４５ Ｇ:Ａ ０ ２３５３ ０ １９９０ ２. ２６９０ ０ １３２０

１６ ｒｓ６４４４１７５ Ｇ:Ａ ０ ２５８５ ０ ２７１８ ０. ２７８９ ０ ５９７４

ＭＡＦ:最小等位基因频率

图 １　 连锁不平衡分析

６. 连锁不平衡　 利用 Ｈａｐｌｏｖｉｅｗ ４ ２ 软件对脂

联素基因的不同位点之间进行连锁不平衡分析ꎬ发
现早发冠心病患者脂联素基因中存在 ３ 个 ＬＤ 块

(ＬＤ ｂｌｏｃｋ):ｒｓ１６８６１１９４￣ ｒｓ２６６７２９￣ｒｓ１８２０５２￣ｒｓ１６８６１２０５￣
ｒｓ８２２３９３￣ｒｓ８２２３９５￣ｒｓ１２４９５９４１ꎬ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ｒｓ１５０１２９９￣
ｒｓ３７７４ ２６１￣ｒｓ６７７３９５７￣ｒｓ１０６３５３８ 和 ｒｓ１２６２９９４５￣ｒｓ６４４４１７５
(图 １)ꎻＤ’ >０ ９ꎮ 单倍体分析发现单倍型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ｒｓ１５０１２９９￣ｒｓ３７７４ ２６１￣ｒｓ６７７３９５７￣ｒｓ１０６３５３８ 的频率病例

组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ꎬ表 ６)ꎮ
７. 脂联素水平与早发冠心病及 ＳＮＰ　 研究病

例中ꎬ早发冠心病患者脂联素水平较对照组有明显

下降[(８７９ ３１ ± １１３ ９２) ｖｓ. ( ９１６ ３８ ± １１７ １０ )
ｎ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４]ꎬ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位点突变纯合子基因型

患者较突变杂合子和野生型基因型的患者(ＧＧ ＶＳ
ＧＴ ＋ ＴＴ)脂联素水平明显降低[(８５９ ３６ ± ９８ １０)

１３４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 ３４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６



　 　 　 　 表 ４　 早发冠心病基因型分析

ＳＮＰ
病例组 对照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Ｆｒｅｑ.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Ｆｒｅｑ.
ｒｓ１６８６１１９４ Ａ > Ｇ ＧＧ ＡＧ ＡＡ ０ １８５４ ＧＧ ＡＧ ＡＡ ０ １７７２

２４ １６０ ３７７ １０ １２４ ２５６
ｒｓ２６６７２９ Ｃ > Ｇ ＧＧ ＣＧ ＣＣ ０ ２５３１ ＧＧ ＣＧ ＣＣ ０ ２７６７

２８ ２２８ ３０５ ２８ １７２ ２１２
ｒｓ１８２０５２ Ｇ > Ａ ＡＡ ＡＧ ＧＧ ０ ４３６４ ＡＡ ＡＧ ＧＧ ０ ４４９５

９９ ２６９ １６７ ９０ １７６ １３０
ｒｓ１６８６１２０５ Ｇ > Ａ ＡＡ ＡＧ ＧＧ ０ １７９１ ＡＡ ＡＧ ＧＧ ０ １７７２

２１ １５９ ３８１ ８ １３０ ２７４
ｒｓ８２２３９３ Ｃ > Ｔ ＴＴ ＣＴ ＣＣ ０ ４６５８ ＴＴ ＣＴ ＣＣ ０ ４８７７

１１５ ２８７ １５３ ９８ ２００ １０８
ｒｓ８２２３９５ Ａ > Ｃ ＣＣ ＡＣ ＡＡ ０ １２６２ ＣＣ ＡＣ ＡＡ ０ １６４１

８ １１９ ４０８ ８ １１４ ２７４
ｒｓ１２４９５９４１ Ｇ > Ｔ ＴＴ ＧＴ ＧＧ ０ ４１５３ ＴＴ ＧＴ ＧＧ ０ ３７３８

１００ ２６６ １９５ ５８ １９２ １６２
ｒｓ９８８２２０５ Ａ > Ｇ ＧＧ ＡＧ ＡＡ ０ ４２１５ ＧＧ ＡＧ ＡＡ ０ ４３４

８５ ２８１ １６９ ７６ １９０ １２８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Ｔ > Ｇ ＧＧ ＧＴ ＴＴ ０ ２９８６ ＧＧ ＧＴ ＴＴ ０ ２５７３

５０ ２３５ ２７６ ２４ １６４ ２２４
ｒｓ１５０１２９９ Ｇ > Ｔ ＴＴ ＴＧ ＧＧ ０ ２６２９ ＴＴ ＴＧ ＧＧ ０ ２７４３

４３ ２０９ ３０９ ２８ １７０ ２１４
ｒｓ３７７４２６１ Ａ > Ｇ ＧＧ ＡＧ ＡＡ ０ ４３８５ ＧＧ ＡＧ ＡＡ ０ ４６８４

１２１ ２５０ １９０ ９８ １９０ １２４
ｒｓ６７７３９５７ Ａ > Ｇ ＧＧ ＡＧ ＡＡ ０ ４３９４ ＧＧ ＡＧ ＡＡ ０ ４６６

１２２ ２４９ １９０ ９８ １８８ １２６
ｒｓ１０６３５３８ Ｔ > Ｃ ＣＣ ＣＴ ＴＴ ０ ４４１９ ＣＣ ＣＴ ＴＴ ０ ４６２１

１１５ ２４２ １７７ ９４ １７８ １２４
ｒｓ１０６３５３９ Ｇ > Ｃ ＣＣ ＣＧ ＧＧ ０ ２９３５ ＣＣ ＣＧ ＧＧ ０ ２７５３

４０ ２３４ ２６１ ２８ １６２ ２０６
ｒｓ１２６２９９４５ Ｇ > Ａ ＡＡ ＡＧ ＧＧ ０ ２３５３ ＡＡ ＡＧ ＧＧ ０ １９９

２９ ２０６ ３２６ １８ １２８ ２６６
ｒｓ６４４４１７５ Ｇ > Ａ ＡＡ ＡＧ ＧＧ ０ ２５８５ ＡＡ ＡＧ ＧＧ ０ ２７１８

３８ ２１４ ３０９ ２４ １７６ ２１２

表 ５　 早发冠心病基因型 Ｌｏｇｉｓｉ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ＳＮＰ
累加模型 显性模型 隐性模型

ＯＲ(９５％ ＣＩ) Ｐ 值 ＯＲ(９５％ ＣＩ) Ｐ 值 ＯＲ(９５％ ＣＩ) Ｐ 值

ｒｓ１６８６１１９４ １ ０１８(０ ７４２￣１ ３９８) ０ ９１０ ０ ９６２(０ ６６４￣１ ３９５) ０ ８４０ １ ５４９(０ ５５４￣４ ３２９) ０ ４０４
ｒｓ２６６７２９ ０ ８５０(０ ６３５￣１ １３９) ０ ２７７ ０ ８８５(０ ６２３￣１ ２５７) ０ ４９５ ０ ５９２(０ ２８１￣１ ２４７) ０ １６８
ｒｓ１８２０５２ ０ ９３２(０ ７２３￣１ ２０２) ０ ５８９ １ ０７１(０ ７２９￣１ ５７３) ０ ７２６ ０ ７３６(０ ４７４￣１ １４３) ０ １７２
ｒｓ１６８６１２０５ ０ ９７３(０ ７０６￣１ ３４１) ０ ８６６ ０ ８８６(０ ６１１￣１ ２８５) ０ ５２５ １ ９４５(０ ６２２￣６ ０７８) ０ ２５３
ｒｓ８２２３９３ ０ ８６５(０ ６７０￣１ １１８) ０ ２６８ ０ ９２６(０ ６２１￣１ ３８１) ０ ７０７ ０ ７３０(０ ４７９￣１ １１３) ０ １４４
ｒｓ８２２３９５ ０ ７８２(０ ５４６￣１ １１９) ０ １７８ ０ ７７２(０ ５１８￣１ １４９) ０ ２０２ ０ ６２０(０ １７２￣２ ２９９) ０ ４８３
ｒｓ１２４９５９４１ １ １９５(０ ９２７￣１ ５４１) ０ １６９ １ ２７３(０ ８８７￣１ ８２７) ０ １９１ １ ２４８(０ ７６７￣２ ０３２) ０ ３７２
ｒｓ９８８２２０５ １ ０３３(０ ７９１￣１ ３４９) ０ ８１１ １ ２１６(０ ８２６￣１ ７８８) ０ ３２２ ０ ８２７(０ ５１６￣１ ３２５) ０ ４３１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１ ４１６(１ ００６￣２ ０５１) 　 ０ ０４３∗ １ ５４９(０ ９９１￣２ ４３３) ０ ０６７ １ ７１９(０ ８２７￣４ ０１７) ０ ２６１
ｒｓ１５０１２９９ ０ ９８８(０ ７４７￣１ ３０５) ０ ９２９ ０ ９５９(０ ６７４￣１ ３６６) ０ ８１８ １ ０７８(０ ５５１￣２ １１０) ０ ８２５
ｒｓ３７７４２６１ ０ ８４０(０ ６６１￣１ ０６８) ０ １５５ ０ ７９６(０ ５４７￣１ １５８) ０ ２３３ ０ ７７９(０ ５１１￣１ １８７) ０ ２４５
ｒｓ６７７３９５７ ０ ８５４(０ ６７２￣１ ０８４) ０ １９５ ０ ８２１(０ ５６５￣１ １９４) ０ ３０２ ０ ７８５(０ ５１５￣１ １９６) ０ ２６０
ｒｓ１０６３５３８ ０ ８７３(０ ６８４￣１ １１４) ０ ２７３ ０ ８６３(０ ５９０￣１ ２６３) ０ ４４９ ０ ７８９(０ ５１４￣１ ２１１) ０ ２７８
ｒｓ１０６３５３９ １ １３９(０ ８５９￣１ ５０９) ０ ３６６ １ １３２(０ ７９２￣１ ６２２) ０ ４９６ １ ３４５(０ ６８６￣２ ６４１) ０ ３９０
ｒｓ１２６２９９４５ １ ３２８(０ ９７９￣１ ８００) ０ ０６８ １ ４０７(０ ９７９￣２ ０２２) ０ ０６５ １ ４０７(０ ６１３￣３ ２３０) ０ ４２１
ｒｓ６４４４１７５ ０ ９５３(０ ７１７￣１ ２６７) ０ ７４２ ０ ９０３(０ ６３４￣１ ２８６) ０ ５７１ １ １２２(０ ５４７￣２ ３００) ０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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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早发冠心病脂联素基因单倍体关联分析结果

Ｈｔ １
ｒｓ１６８６１１９４
(Ａ > Ｇ)

ｒｓ２６６７２９
(Ｃ > Ｇ)

ｒｓ１８２０５２
(Ｇ > Ａ)

ｒｓ１６８６１２０５
(Ｇ > Ａ)

ｒｓ８２２３９３
(Ｃ > Ｔ)

ｒｓ８２２３９５
(Ａ > Ｃ)

ｒｓ１２４９５９４１
(Ｇ > 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

１ Ａ Ｃ Ｇ Ｇ Ｃ Ａ Ｔ ０ ３８５ ０ ３９９ ０ ３４７ ０ ０６２７
２ Ａ Ｇ Ａ Ｇ Ｔ Ａ Ｇ ０ ２５３ ０ ２４７ ０ ２７１ ０ ３３７９
３ Ｇ Ｃ Ａ Ａ Ｔ Ａ Ｇ ０ １７２ ０ １８１ ０ １６９ ０ ９８９１
４ Ａ Ｃ Ｇ Ｇ Ｃ Ｃ Ｇ ０ １２９ ０ １２１ ０ １５３ ０ １０１５
５ Ａ Ｃ Ｇ Ｇ Ｔ Ａ Ｇ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８ ０ ２２８７
６ Ａ Ｃ Ｇ Ｇ Ｔ Ａ 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 ０ １８５１

Ｈｔ ２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Ｔ > Ｇ)

ｒｓ１５０１２９９
(Ｇ > Ｔ)

ｒｓ３７７４２６１
(Ａ > Ｇ)

ｒｓ６７７３９５７
(Ａ > Ｇ)

ｒｓ１０６３５３８
(Ｔ > Ｃ)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

１ Ｔ Ｇ Ｇ Ｇ Ｃ ０ ４４３ ０ ４３５ ０ ４６６ ０ １８１３
２ Ｇ Ｇ Ａ Ａ Ｔ ０ ２８６ ０ ３０８ ０ ２５５ ０ ０４７６
３ Ｔ Ｔ Ａ Ａ Ｔ ０ ２６５ ０ ２６３ ０ ２７２ ０ ５２０７

Ｈｔ ３
ｒｓ１２６２９９４５
(Ｇ > Ａ)

ｒｓ６４４４１７５
(Ｇ > Ａ)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

１ Ｇ Ｇ ０ ５１４ ０ ５０７ ０ ５３３ ０ ３７９４
２ Ｇ Ａ ０ ２６ ０ ２５７ ０ ２６８ ０ ６６４７
３ Ａ Ｇ 　 　 　 　 　 ０ ２２４ ０ ２３４ ０ １９５ ０ １０７１

ｖｓ. ( ９０８ ７２ ± １１３ １０)ｎ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３１)ꎮ

讨　 论

脂联素基因全长 １７ｋｂꎬ定位于染色体 ３ｑ２７ꎬ包
括 ３ 个外显子和 ２ 个内含子ꎮ 脂联素基因启动子

区域包括 ５’侧翼区、外显子 １ 和内含子 １ꎮ 该区域

５’侧翼区的 ＳＮＰ￣１１３７７ Ｇ 与冠心病相关[１０] 但也有

相反的结论[６]ꎮ 国内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１１￣１２]ꎮ
本研究未发现 ＳＮＰ￣１１３７７ Ｇ 与早发冠心病有相

关性ꎮ
脂联素基因外显子 ２ 和内含子 ２ 有两个比较常

见的 ＳＮＰｓ: ＳＮＰ ＋ ４５ (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 和 ＳＮＰ ＋ ２７６
(ｒｓ１５０１２９９)ꎬ与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中ꎬ在不同的

种族ꎬ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结果ꎮ
研究表明 ＳＮＰ ＋ ２７６ Ｔ 等位基因携带者与低的

心血管疾病几率相关[１３]ꎻ也有相反的结果[６ꎬ １４]ꎮ
Ｆｉｌｉｐｐｉ 等[７]发现脂联素基因 ＋ ２７６Ｇ > Ｔ 多态性与早

发冠心病(５０ 岁前患病)密切相关ꎬ ＳＮＰ ＋ ２７６ 突变

决定了脂联素基因的表达ꎬ最终导致 Ａｓ 和心血管疾

病危险性增高ꎬ使疾病提前在青年人中发生ꎮ
研究发现 ＳＮＰ ＋ ４５ Ｇ 等位基因增加了冠心病

的发病风险[１５]ꎮ 然而 ｃｈａｎｇ 等[１６] 在欧洲冠心病人

群中的研究中却发 Ｇ 等位基因对冠心病具有保护

效应(ＯＲ ＝ ０ ７６)ꎮ Ｆｉｌｉｐｐｉ 等[７] 在年轻的冠心病人

群中未发现 ＳＮＰ ＋４５ Ｔ > Ｇ 与冠心病的相关性ꎮ 东

亚人群中研究未发现 ＳＮＰ ＋ ４５Ｔ / Ｇ 与冠心病的相

关性[１７￣ １８]ꎮ
国外荟萃分析显示[８]:ＳＮＰ ＋ ４５ 和 ＳＮＰ ＋ ２７６

与冠心病显著相关ꎬＳＮＰ ＋ ４５Ｇ 等位基因增加了冠

心病的患病风险ꎬＳＮＰ ＋ ２７６Ｔ 等位基因则降低了发

病风险ꎮ
本研究入组患者中男性及糖尿病患者比例较

高ꎬ国外研究发现ꎬ在糖尿病人群[６] 中 ＳＮＰ ＋ ４５Ｔ / Ｇ
与 ＣＡＤ 相关、而非糖尿病人群ꎬ以及男性人群中未

发现这种相关性[７ꎬ １９]ꎬ而 ＳＮＰ ＋ ２７６Ｇ / Ｔ 与 ＣＡＤ 相

关性在糖尿病的男性[２０]、女性人群[２１]ꎬ非糖尿病人

群[７]中均存在ꎬ故考虑性别及糖尿病对 ＳＮＰ ＋ ４５Ｔ /
Ｇ 与 ＣＡＤ 的相关性影响较大ꎬ因此本研究应用 Ｌｏ￣
ｇｉｓｉｔｉｃ 回归方法在校正了性别、糖尿病史、吸烟史、
高脂血症史等主要因素后ꎬ在相加遗传模式下ꎬＳＮＰ
＋４５Ｔ / Ｇ 与 ＰＣＡＤ 相关ꎬ等位基因 Ｇ 增加中国汉族

人群 ＰＣＡＤ 的患病风险(ＯＲ ＝ １ ４４６)ꎮ 而未发现

ＳＮＰ ＋ ２７６ 与 ＰＣＡＤ 的相关性ꎮ 中国汉族人群对于

这两个 ＳＮＰ 的研究结果也各有不同[２２￣２４]ꎬ汉族人群

的 Ｍｅｔａ 分析中未发现 ＳＮＰ ＋ ４５Ｔ / Ｇ 和 ＋ ２７６Ｇ / Ｔ
与冠心病具有相关性[２５￣２６]ꎮ 本研究与国内外研究

结果存在异同ꎬ考虑与入选人群、地域及年龄等有一

定的关联ꎮ
ＳＮＰ ＋４５ 位于第二外显子ꎬ处于编码区ꎬＳＮＰ ＋

４５ 多态性为一同义突变(ＧＧＴ→ＧＧＧ)ꎬ并没有引起

氨基酸序列的变化ꎬ但由于存在优势密码子的效应ꎬ
可能影响蛋白质表达的效率ꎬ从而减少脂联素的血

浆浓度ꎮ 另外 ＳＮＰ ＋４５Ｔ / Ｇ 位置靠近外显子和内含

子的连接部位ꎬ所以这一编码区的静止突变可能通

过影响 ｍＲＮＡ 的剪切机制来影响脂联素基因的

表达[２７]ꎮ
ＳＮＰ ＋２７６ 位点位于第 ２ 内含子ꎬ由 Ｇ→Ｔ 碱基

替换形成ꎬ内含子上的变化不会造成氨基酸顺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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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结构的改变ꎬ该多态位点可能与影响脂联素

功能的外显子或者启动子区的 ＳＮＰ 变异连锁ꎬ在法

国人中有研究证实 ＳＮＰ ＋ ２７６ 与位于第 ３ 外显子上

的 Ｇ９０Ｓ 错义突变间存在强的连锁不平衡[２８]ꎬ从而

间接影响脂联素的活性ꎮ
研究表明 ＳＮＰ ＋ ４５ 和 ＳＮＰ ＋ ２７６ 存在连锁不

平衡[２９]ꎮ 本研究连锁不平衡分析发现 ＳＮＰ ＋ ４５ 和

ＳＮＰ ＋ ２７６ 位点处于同一个 ｂｌｏｃｋ 内ꎬ存在较强的连

锁不平衡(Ｄ’ ＝ １ꎬ ｒ２ ＝ ０ ３４)ꎬ单倍型分析二位点所

在的单倍型频率病例组高于对照组ꎬ故该单倍型可

能是早发冠心病的相关因素ꎬ推测 ＳＮＰ ＋ ２７６ 对于

早发冠心病的影响可能通过与 ＳＮＰ ＋ ４５ 位点的连

锁不平衡实现ꎮ
本研究发现ꎬ早发冠心病患者血浆脂联素水平

明显下降ꎬ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同[３]ꎻ但多元回归分

析中脂联素水平不是早发冠心病的主要相关因素ꎬ
考虑在青年患者中传统危险因素对早发冠心病的影

响较强ꎻＳＮＰ ＋ ４５ 位点 ＧＧ 基因型脂联素水平较其

他基因型明显下降ꎮ 因此ꎬ我们推测 ＳＮＰ ＋ ４５ 等位

基因由于 Ｔ > Ｇ 的突变ꎬ或由于 ＳＮＰ ＋ ４５ 和 ＳＮＰ ＋
２７６ 存在连锁不平衡的影响ꎬ导致脂联素蛋白表达

的下降ꎬ引起低脂联素血症ꎬ进而增加了冠心病的早

发风险ꎮ
在外显子 ３ 区域的 ＳＮＰ 与冠心病的的相关性

研究中ꎬＯｈａｓｈｉ 等[１７]发现冠心病患者其脂联素基因

Ｉ１６４Ｔ 突变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非冠心病患者ꎮ 本研

究未发现该区域 ＳＮＰｓ 与早发冠心病的相关性ꎮ
综上所述ꎬ 本次研究基于脂联素多个 ＳＮＰ 的位

点的分析发现在中国汉族人群中脂联素 ＳＮＰ ＋４５Ｔ /
Ｇ 与早发冠心病存在一定相关性ꎬ 推测 Ｇ 等位基因

可能是 ＰＣＡＤ 的遗传危险因素ꎮ 研究脂联素基因的

变异对进一步提高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

义ꎮ 冠心病是环境因素和多基因共同累积作用的复

杂性疾病ꎬ本研究只进行了单基因的遗传因素与疾

病的相关性分析ꎬ如进行多基因与疾病或进行基因

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分析可能对早发冠心病的研究有

着更深入的认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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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论文中常见统计学错误

１. 统计表达和描述方面存在的错误:(１)统计表中数据的含义未表达清楚ꎬ令人费解ꎮ (２)统计图方面的主要错误有 ２
个ꎬ其一ꎬ横坐标轴上的刻度值是随意标上去的ꎬ等长的间隔代表的数量不等ꎬ在直角坐标系中ꎬ从任何一个数值开始作为横

轴或纵轴上的第一个刻度值ꎻ其二ꎬ用条图或复式条图表达连续性变量的变化趋势ꎻ(３)运用相对数时ꎬ经常混淆“百分比”与
“百分率”ꎻ(４)在表达多组定量资料时ꎬ即使定量资料偏离正态分布很远ꎬ仍采用“ｘ ± ｓ”表达(标准差 Ｓ > ｘ)ꎬ特别当表中采用

标准误 Ｓｘ取代标准差 ｓ 时ꎬ前述的错误很难被察觉出来ꎮ
２. 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面存在的错误:(１)当定量资料不满足参数检验的前提条件时ꎬ盲目套用参数检验方法ꎻ(２)不管

定量资料对应的实验设计类型是什么ꎬ一律套用单因素 ２ 水平(或叫成组)设计定量资料的 ｔ 检验或单因素多水平设计定量资

料的方差分析ꎮ
３. 定性资料统计分析方面存在的错误:(１)把 χ２ 检验误认为是处理定性资料的万能工具ꎻ(２)忽视资料的前提条件而盲

目套用某些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ꎻ(３)盲目套用秩和检验ꎻ(４)误用 χ２ 检验实现定性资料的相关分析ꎮ
４. 简单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方面存在的错误:(１)缺乏专业知识ꎬ盲目研究某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依赖关系ꎻ(２)不

绘制反映 ２ 个定量变量变化趋势的散布图ꎬ盲目进行简单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ꎬ常因某些异常点的存在而得出错误的结论ꎻ
(３)常用直线取代 ２ 定量变量之间事实上呈“Ｓ 形或倒 Ｓ 形”的曲线变化趋势ꎮ

５. 多因素或多自变量的实验资料进行分析存在的错误:(１)将原本属于多因素实验研究ꎬ拆分成一系列单因素的研究来

分析ꎬ这种“化繁为简、化整为零”的处理ꎬ割裂了原先的整体设计ꎬ无法研究多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交互作用ꎬ容易得出片

面、甚至错误的结论ꎻ(２)虽然将多个自变量都包括在一个多重线性回归方程或多重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之中ꎬ但整个回归方程

没有统计学意义或回归方程中有很多无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ꎬ就依据这样的回归方程去下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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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在射频消融患者中室性期前收缩诱发性
心肌病的发生及影响因素分析

穆以璠　 韩智红　 王云龙　 任学军

　 　 [摘要] 　 目的:观察射频消融患者中的室性期前收缩诱发性心肌病(ＰＶＣ￣ＩＣＭ)发生情况和影响因

素ꎬ以及患者术后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变化ꎮ 方法:连续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于北京安贞医院

住院ꎬ并拟行射频消融术治疗的频发室性期前收缩患者 ３２２ 例ꎮ 登记患者的年龄、性别、室性期前收缩

病程、有无室性期前收缩相关症状ꎬ登记术前心电图(ＥＣＧ)、２４ 小时动态心电图(Ｈｏｌｔｅｒ)及超声心动图

(ＵＣＧ)的相关指标ꎮ 心内电生理检查及射频消融术后ꎬ记录早搏起源部位ꎮ 所有患者在术后 ６ 个月时

行 Ｈｏｌｔｅｒ 及 ＵＣＧ 检查ꎮ 入选患者分为 ＰＶＣ￣ＩＣＭ 组(ｎ ＝ ５４)及无心肌病组(ｎ ＝ ２３３)ꎬ比较两组患者的术

后左心室舒张末径(ＬＶＥＤＤ)及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的变化ꎬ并用多因素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

ＰＶＣ￣ＩＣＭ 的影响因素ꎮ 本研究 ＰＶＣ￣ＩＣＭ 的诊断标准:射频消融术前 ＬＶＥＤＤ 增大ꎬ消融成功后(室性期

前收缩数目减少 > ８０％ )ＬＶＥＤＤ 恢复正常ꎮ 结果:共 ２８７ 例患者符合入组标准并完成随访ꎬＰＶＣ￣ＩＣＭ 组

５４ 例(１８ ８％ )ꎮ 多因素分析显示ꎬ室性期前收缩负荷(％ )(ＯＲ ＝ １ ０４０ꎬＰ ＝ ０ ００７)、病程(年) (ＯＲ ＝
１ ０５７ꎬＰ ＝ ０ ０１５)、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程(ｍｓ)(ＯＲ ＝ １ ０２１ꎬＰ ＝ ０ ０３４)及无症状室性期前收缩(ＯＲ
＝ ２ ３７９ꎬＰ ＝ ０ ０４６)为 ＰＶＣ￣ＩＣＭ 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射频消融术前 ＰＶＣ￣ＩＣＭ 组的 ＬＶＥＤＤ 值明显大于无

心肌病组[(５５ ８ ± ３. ７) ｖｓ. (４７ ７ ± ３. ５)ｍｍꎬＰ < ０ ００１]ꎬＬＶＥＦ 值明显低于无心肌病组[(５８ ６ ± ８. ０)
ｖｓ. (６３ １ ± ５ １)％ ꎬＰ < ０ ００１]ꎻ术后 ＰＶＣ￣ＩＣＭ 组患者的 ＬＶＥＤＤ[(４７ １ ± ２. ８)ｖｓ. (４６ ９ ± ３. １)ｍｍꎬＰ ＝
０ ６８５]及 ＬＶＥＦ[(６２ ０ ± ３. ９)ｖｓ. (６３ ２ ± ５ ０)％ ꎬＰ ＝ ０ ０８６]均达到与无心肌病组一致的水平ꎻ两组间

手术前后比较显示ꎬＰＶＣ￣ＩＣＭ 组患者的 ＬＶＥＤＤ(Ｐ < ０ ００１)及 ＬＶＥＦ(Ｐ < ０ ００１)值均得到改善ꎬ而无心

肌病组患者术后两项指标均无显著改变(ＬＶＥＤＤ:Ｐ ＝ ０ ０５３ꎻＬＶＥＦ:Ｐ ＝ ０ ０６６)ꎮ 结论:存在较大的室性

期前收缩负荷、较长的病程、较长的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程以及无症状的室性期前收缩患者更易发

生 ＰＶＣ￣ＩＣＭꎬ射频消融术对 ＰＶＣ￣ＩＣＭ 患者的心脏结构及心功能均有明显改善效果ꎮ
[关键词] 　 室性期前收缩诱发性心肌病ꎻ室性期前收缩ꎻ射频消融ꎻ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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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ＬＶＥＤＤ:Ｐ ＝ ０. ０５３ꎻＬＶＥＦ:Ｐ ＝ ０. ０６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ＰＶＣ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ｏｕ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ｔｏ ＰＶＣ￣ＩＣＭ. 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ｂｉｇｇ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ＶＣ￣ＩＣＭ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ｒ ＰＶＣ ｂｕｒｄｅｎꎬ ｌｏｎｇ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ｌｏｎｇｅｒ Ｑ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ＶＣｓ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ＦＣＡ ｃ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ＶＣ￣ＩＣ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ꎻ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ꎻ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ꎻ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近年来ꎬ研究发现频发室性期前收缩可以造成

左心室扩大和左心室收缩功能减低ꎬ这些改变经过

药物或射频消融治疗可得以恢复ꎬ这种可逆性心肌

病被称为“室性期前收缩诱发性心肌病”(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ꎬ ＰＶＣ￣
ＩＣＭ) [１￣３]ꎮ 以往研究多以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
值 < ５０％作为 ＰＶＣ￣ＩＣＭ 的诊断标准ꎬ但值得注意的

是ꎬ心肌病在发展至 ＬＶＥＦ 降低之前仅表现为单纯

左心室扩大ꎬ因此以 ＬＶＥＦ 值作为诊断标准不利于

识别早期 ＰＶＣ￣ＩＣＭꎮ 且随着室性期前收缩射频消

融术的普及ꎬ尤其是三维标测技术的应用ꎬ越来越多

的患者可在疾病早期得到治疗ꎬ而不会发展至

ＬＶＥＦ 值降低的阶段ꎮ 因此本研究创新地采取左心

室舒张末径(ＬＶＥＤＤ)增大作为 ＰＶＣ￣ＩＣＭ 的诊断标

准ꎬ通过对在北京安贞医院住院的频发室性期前收

缩患者进行筛选、随访和分析ꎬ得到 ＰＶＣ￣ＩＣＭ 的相

关危险因素ꎬ有助于尽早发现高危患者ꎬ并指导其早

日接受治疗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连续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住院ꎬ拟行射频消融术治

疗的频发室性期前收缩患者 ３２２ 例ꎮ 入选标准:年
龄≥１５ 岁ꎻＨｏｌｔｅｒ 示室性期前收缩 > ５ ０００ 个 / ２４ 小

时ꎬ主要为单一形态ꎻ经合理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ꎬ

或不能耐受药物不良反应ꎬ拟行射频消融术治疗ꎮ
排除标准:电生理检查示室性期前收缩为多源性ꎻ射
频消融不成功(成功标准为:术后室性期前收缩减

少 > ８０％ )ꎻ已有室性期前收缩射频消融术史ꎻ术后

６ 个月内 ＬＶＥＤＤ 及 ＬＶＥＦ 未恢复正常或未按要求

复查 ＵＣＧꎻ急性或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史、瓣膜病、先
天性心脏病、血压未达目标值者ꎻ其他引起心脏扩大

及 ＬＶＥＦ 值下降的疾病ꎻ其他快速及缓慢心律失常

导致的心律失常性心肌病ꎮ 所有入选患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ꎮ
２. 研究方法及分组:登记全部入选患者的年龄、

性别、室性期前收缩病程、有无室性期前收缩相关症

状(心悸、胸闷等)及之前的治疗情况、既往合并疾

病病史ꎮ 行术前 ＥＣＧ、Ｈｏｌｔｅｒ、ＵＣＧꎬ记录室性期前收

缩 ＱＲＳ 波时程、配对间期、２４ 小时总心搏数、２４ 小

时室性期前收缩数量、有无间位室性期前收缩、有无

室速ꎮ 心内电生理检查及射频消融术后ꎬ记录室性

期前收缩起源部位ꎬ并将起源部位按两种方法分类:
流出道起源与非流出道起源ꎻ左心室起源与右心室

起源ꎮ 术后 ６ 个月复查 Ｈｏｌｔｅｒ 及 ＵＣＧꎬ记录室性期

前收缩数目、ＬＶＥＤＤ 及 ＬＶＥＦꎮ ＰＶＣ￣ＩＣＭ 定义为射

频消融术前 ＬＶＥＤＤ 增大 (男性 > ５５ｍｍꎬ女性 >
５０ｍｍ)ꎬ消融成功后 (室性期前收缩数目减少 >
８０％ ) ＬＶＥＤＤ 恢复正常 (男性 ≤５５ｍｍꎬ 女性 ≤
５０ｍｍ)ꎮ 根据这项标准ꎬ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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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ＶＣ￣ＩＣＭ 组(ｎ ＝ ５４)和无心肌病组(ｎ ＝ ２３３)ꎮ 比较

两组患者的术后 ＬＶＥＤＤ 及 ＬＶＥＦ 的变化ꎬ并将室性

期前收缩负荷(２４ 小时室性期前收缩数量 / ２４ 小时

总心搏数)、病程、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程、配对

间期、间位室性期前收缩、无症状及非流出道起源共

７ 项变量代入多因素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ꎬ分析

ＰＶＣ￣ＩＣＭ 的影响因素ꎮ
３.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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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Ｍ)及范围(Ｒ)表示ꎬ影
响 ＰＶＣ￣ＩＣＭ 的单因素分析ꎬ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ꎻ计数资料用频数及百分

数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ꎮ 多因素分析采用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患者的一般情况:在选取的 ３２２ 例患者中ꎬ２１
例未行手术或手术不成功ꎬ４ 例 ＬＶＥＤＤ 未恢复ꎬ１０
例未行术后 ＵＣＧꎬ最终纳入分析的符合条件的患者

共 ２８７ 例ꎬ其中男性 １０６ 例(３６. ９％ )ꎬ女性 １８１ 例

(６３. １％ )ꎻ年龄(４４. ６ ± １３. ９)岁ꎻ５４ 例(１８. ８％ )患
者列入 ＰＶＣ￣ＩＣＭ 组ꎬ２３３ 例(８１. ２％ )患者列入无心

肌病组ꎮ 相比于无心肌病组ꎬＰＶＣ￣ＩＣＭ 组病程较

长、室性期前收缩负荷较大、ＱＲＳ 波时程较长、无症

状患者比例较大ꎬ且组间差异显著ꎮ 而两组间的性

别、年龄、伴有室速、间位室性期前收缩、配对间期及

室性期前收缩起源部位(流出道与非流出道、左心

室与右心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ꎮ

表 １　 患者的一般情况[ｘ ± ｓꎬｎ(％ )ꎬＭ(Ｑｒ)]

项目
ＰＶＣ￣ＩＣＭ 组

(ｎ ＝５４)
无心肌病组

(ｎ ＝２３３)
Ｐ 值

年龄 /岁 ４５. ２ ± １３. ５ ４４. ５ ± １４. １ ０. ８２３
男性 １９(３５. ２) ８７(３７. ３) ０. ８７６
病程 /年 ４. ５(０ꎬ４０. ０) ２. ０(０ꎬ３０. ０) ０. ０１６
无症状 １２(２２. ２) ２４(１０. ３) ０. ０２３
室性期前收缩负荷 １９. ７(８. ７ꎬ６５. １) ２５. ６(９. ７ꎬ６３. ０) ０. ００１
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程 / ｍｓ １４４. ０ ± １７. ３ １３８. ０ ± １６. ５ ０. ０２５
室性心动过速 ２２(４０. ７) ７０(３０. ０) ０. １４６
间位室性期前收缩 ９(１６. ７) ２６(１１. ２) ０. ２５６
配对间期 / ｍｓ ４４６. ３ ± ７０. ４ ４６５. ３ ± ６８. １ ０. ０５３
起源部位

　 非流出道 ６(１１. １) ２８(１２. ０) １. ０００
　 右心室 ４３(７９. ６) １９０(８１. ５) ０. ７０４

２. 射频消融术前、术后 ＵＣＧ 指标:术前ꎬＰＶＣ￣

ＩＣＭ 组的 ＬＶＥＤＤ 值明显大于无心肌病组、ＬＶＥＦ 值

明显低于无心肌病组ꎮ 术后 ＰＶＣ￣ＩＣＭ 组 ＬＶＥＤＤ 值

较术前明显减小、ＬＶＥＦ 值较术前明显增加ꎬ而无心

肌病组 ＬＶＥＤＤ 及 ＬＶＥＦ 值较术前均无明显改变ꎬ两
组间 ＬＶＥＤＤ 及 ＬＶＥＦ 值无明显差异(表 ２)ꎮ

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将室性期前收缩负荷、病
程、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程、配对间期、间位室性

期前收缩、无症状及非流出道起源共 ７ 项变量引入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室性期前

收缩负荷(％ )(ＯＲ ＝ １. ０４０ꎬＰ ＝ ０. ００５)、病程(年)
(ＯＲ ＝ １. ０５７ꎬＰ ＝ ０. ０１５)、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

程(ｍｓ)(ＯＲ ＝ １. ０２２ꎬＰ ＝ ０. ０２７)及无症状室性期前

收缩(ＯＲ ＝ ２. ３７９ꎬＰ ＝ ０. ０４６)为 ＰＶＣ￣ＩＣＭ 的独立危

险因素(表 ３)ꎮ

表 ２　 两组患者射频消融术前术后 ＵＣＧ 指标比较(ｘ ± ｓ)

项目
ＰＶＣ￣ＩＣＭ 组

(ｎ ＝ ５４)
无心肌病组

(ｎ ＝ ２３３)
术前 ＬＶＥＤＤ / ｍｍ ５５. ８ ± ３. ７∗ ４７. ７ ± ３. ５
　 男性 ５９. ０ ± ３. ６∗ ５０. １ ± ３. １
　 女性 ５４. １ ± ２. ４∗ ４６. ３ ± ２. ９
术前 ＬＶＥＦ / ％ ５８. ６ ± ８. ０∗ ６３. １ ± ５. １
术后 ＬＶＥＤＤ / ｍｍ ４７. ９ ± ２. ８△ ４７. ６ ± ３. １
　 男性 ５０. ０ ± １. ７△ ４９. ５ ± ２. ８
　 女性 ４６. １ ± ２. ０△ ４６. ０ ± ２. ８
术后 ＬＶＥＦ / ％ ６２. ０ ± ３. ９△ ６３. ２ ± ５. ０

注: 与无心疾病组相比ꎬ∗Ｐ < ０. ００１ꎻ与术前相比ꎬ△Ｐ < ０. ００１

表 ３　 ＰＶＣ￣ＩＣＭ 发生及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相对危险度 ９５％ ＣＩ Ｐ 值

室性期前收缩负荷 / ％ １. ０４０ １. ０１０ ~ １. ０６８ ０. ００７
病程 / 年 １. ０５７ １. ０１１ ~ １. １０８ ０. ０１５
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程 / ｍｓ １. ０２１ １. ００２ ~ １. ０４１ ０. ０３４
无症状 ２. ３７９ １. ０１５ ~ ５. ５９７ ０. ０４６
配对间期 / ｍｓ ０. ９９６ ０. ９９０ ~ １. ０００ ０. ０７２
间位室性期前收缩 １. ５７３ ０. ６５５ ~ ３. ８３６ ０. ３０６
非流出道起源 ０. ９２８ ０. ２９５ ~ ２. ２９２ ０. ８２２

讨　 论

以往研究多以 ＬＶＥＦ 值 < ５０％ 为 ＰＶＣ￣ＩＣＭ 的

诊断标准ꎬ而本研究以 ＬＶＥＤＤ 增大作为 ＰＶＣ￣ＩＣＭ
的诊断标准ꎬ是因为心肌病在发展至 ＬＶＥＦ 降低之

前仅表现为单纯心脏扩大ꎬ因此以 ＬＶＥＤＤ 增大作

为 ＰＶＣ￣ＩＣＭ 的诊断标准可以较早期的发现心肌病ꎮ
随着室性期前收缩射频消融术的普及ꎬ尤其是三维

标测技术的应用ꎬ越来越多(尤其是药物治疗无效)
的患者在疾病早期得到治疗ꎬ而不需等到 ＬＶＥＦ 值

降低ꎮ 有关 ＰＶＣ￣ＩＣＭ 的更早期诊断手段也已经进

８３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 ３４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６



入临床观察阶段ꎬ研究显示ꎬ应用二维超声斑点追踪

成像技术可以发现比心脏结构出现得更早期的隐匿

的心功能受损[４ ￣５]ꎮ 本研究应用目前常规 ＵＣＧ 可

提供的 ＬＶＥＤＤ 增大作为 ＰＶＣ￣ＩＣＭ 的诊断标准ꎬ比
ＬＶＥＦ <５０％有更早的识别价值ꎮ

以往研究多只观察心肌病组患者术后的恢复情

况ꎬ而本研究对无心肌病组也进行了术后 ＵＣＧ 随

访ꎬ发现术后 ＰＶＣ￣ＩＣＭ 组患者的 ＬＶＥＤＤ 及 ＬＶＥＦ
值得到改善ꎬ而无心肌病组患者无显著改变ꎮ 术后

ＰＶＣ￣ＩＣＭ 组患者的两项指标均达到与无心肌病组

一致的水平ꎮ 提示射频消融术对 ＰＶＣ￣ＩＣＭ 患者的

心脏结构及心功能均有明显改善效果ꎮ
ＰＶＣ￣ＩＣＭ 的发生机制目前认为可能与以下因

素有关:首先ꎬ室性期前收缩时存在心室收缩不同

步ꎬ室性期前收缩是一种异位心律ꎬ可造成全心的机

械效率被破坏ꎬ室壁不对称地增厚ꎬ晚激动区域的超

负荷工作ꎬ心肌血流及局部心肌蛋白表达的改

变[６]ꎬ从而引起左右心室间、间隔部及左心室游离

壁三个层面心肌收缩不同步ꎬ心腔内的分流及二尖

瓣的反流增加了心室舒张末期容量负荷ꎬ因而导致

舒张功能受损、心功能下降及心脏结构改变[７￣９]ꎮ
其次ꎬ长期室性期前收缩可以导致平均心率加

快[１ꎬ ８]ꎬ增加了心脏做功及心肌耗氧ꎮ 然而也有学

者认为 ＰＶＣ￣ＩＣＭ 的发生可能与心动过缓相关[３]ꎬ室
性期前收缩时的射血量明显低于正常搏动ꎬ相当于

实际心率降低ꎬ类似于严重的心动过缓ꎬ这使得心肌

血供减少ꎬ引起慢性心肌缺血甚至心功能不全ꎮ 关

于 ＰＶＣ￣ＩＣＭ 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本组患者 ＰＶＣ￣ＩＣＭ 共 ５４ 例(１８. ８％ )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提示室性期前收缩负荷是 ＰＶＣ￣ＩＣＭ 的独

立危险因素ꎬ室性期前收缩负荷每增加 １０％ (室性

期前收缩约 １０ ０００ 次 /天)ꎬＰＶＣ￣ＩＣＭ 发生的风险增

加 ４８. ０％ ꎮ 到目前为止ꎬ室性期前收缩负荷是最被

广泛认可的 ＰＶＣ￣ＩＣＭ 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文献报道

显示ꎬ室性期前收缩负荷引起 ＰＶＣ￣ＩＣＭ 的临界点为

２０％ ~ ２６％ ꎬ而研究病例中最低的致病负荷为

１０％ [１ꎬ １０￣１３]ꎮ Ｌｅｅ 等[１４] 的研究表明ꎬ频发室性期前

收缩患者生存率的降低与室性期前收缩负荷存在相

关性ꎬ在无原有心脏病的患者中ꎬ高负荷患者 ５ 年生

存率呈现出低于低负荷患者的趋势(０. ８４ ｖｓ. ０. ８６ꎬ
Ｐ ＝ ０. ０６８)ꎮ 因此ꎬ医生应考虑及时控制患者(包括

无症状患者)的室性期前收缩数量ꎬ目前室性期前

收缩治疗指南提出ꎬ对于室性期前收缩症状明显者ꎬ
无论是否伴有器质性心脏病ꎬ无论室性期前收缩数

量是否达到 １０ ０００ 次 / ２４ 小时ꎬ都应及时开始治疗ꎮ
长病程也是 ＰＶＣ￣ＩＣＭ 的独立危险因素ꎬ病程每

增加 １０ 年ꎬ发生 ＰＶＣ￣ＩＣＭ 的风险增加 ７４. １％ ꎮ 国

外学者曾报道ꎬ病程在 ３０ ~ ６０ 个月的患者ꎬ其发生

心肌病的可能性为病程 < ３０ 个月的患者的 ４ 倍ꎬ而
病程超过 ６０ 个月的ꎬ则达到 ２０ 倍[１５]ꎮ 室性期前收

缩病程达到多长时间会发展为心肌病ꎬ目前还无统

一的值ꎮ Ｎｉｗａｎｏ 等[３] 对 ２３９ 例流出道起源的频发

室性期前收缩患者进行研究ꎬ随访 ４ 年后ꎬ高室性期

前收缩频率组( > ２０ ０００ 个 /天)患者的 ＬＶＥＦ 出现

了显著下降ꎬ而随着随访时间延长至 ５. ６ 年ꎬ中频率

组(５ ０００ ~ ２０ ０００ 个 /天)患者的 ＬＶＥＦ 也出现了显

著下降ꎮ 由此可见ꎬ室性期前收缩对心功能的损害

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ꎬ病程的延长意味着患者面

临更高的心肌病风险ꎮ
本研究发现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程也是

ＰＶＣ￣ＩＣＭ 的独立危险因素ꎬ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

程每增加 １０ｍｓꎬＰＶＣ￣ＩＣＭ 发生的风险就会增加 ２３.
１％ ꎮ 多篇文献报道较长的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

程与心肌病的发生相关[１６ ￣１７]ꎬ发生心肌病的 ＱＲＳ
波时程临界值为 １５０ ~ １５３ｍｓ[１３ꎬ １８]ꎮ 室性期前收缩

ＱＲＳ 波时程反映的是心肌细胞之间的传导ꎬ与室性

期前收缩起源的位置及心肌能量底物有关ꎬ较长的

ＱＲＳ 波时程可能代表着更严重的心室收缩失同步

化ꎬ心室收缩的失同步化程度越重ꎬ对心功能影响

越大ꎮ
本研究发现无症状室性期前收缩也是 ＰＶＣ￣

ＩＣＭ 的独立危险因素ꎬ无症状室性期前收缩使 ＰＶＣ￣
ＩＣＭ 发生的风险为有症状患者的 ２. ４ 倍ꎮ 有研究报

道[１５]ꎬ心肌病组中无症状者的比例高于无心肌病组

(４７％ ｖｓ. １５％ ꎬＰ < ０. ０００１)ꎬ无症状患者发生心肌

病的风险是有症状且病程 < ３０ 个月的患者的 １３
倍ꎬ并且在无症状患者中ꎬ每增加 １０％的负荷ꎬ发生

心肌病的风险就会加倍ꎮ 而根据本研究结果ꎬ对于

所有患者(包括有症状和无症状)ꎬ室性期前收缩负

荷每增加 １０％ ꎬＰＶＣ￣ＩＣＭ 发生的风险增加 ４８. ０％ ꎬ
这也说明了无症状患者较有症状患者更易发生

ＰＶＣ￣ＩＣＭꎮ 这可能是由于无症状患者发现病情较

晚ꎬ未能尽早进行药物治疗等干预ꎬ造成的心肌损伤

会比有症状患者更重ꎮ 因此ꎬ无症状且左心室功能

尚未受损的室性期前收缩患者ꎬ并不能对心肌病放

松警惕ꎬ应定期复查ꎬ积极监控室性期前收缩及心功

能的情况ꎬ以防长期隐匿性损害ꎮ
对于其他一些存在争议的因素ꎬ如起源位置、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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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间期、存在间位室性期前收缩等ꎬ是目前研究的热

点ꎮ 我们做了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ꎬ结果未显示出

它们的相关预测价值ꎮ Ｌｉｄｉａ 等[１３] 曾报道ꎬ非流出

道起源的室性期前收缩是独立危险因素ꎻＹｏｋｏｋａｗａ
等[１８]的研究提示心外膜起源是独立于 ＱＲＳ 波时程

的 ＰＶＣ￣ＩＣＭ 危险因素ꎻＹｏｋｏｋａｗａ 等[１５] 的另一项研

究发现右心室流出道起源的室性期前收缩不易造成

ＰＶＣ￣ＩＣＭꎬ但起源部位并不是独立危险因素ꎮ 本研

究未发现起源位置与 ＰＶＣ￣ＩＣＭ 发生的相关性ꎬ这可

能是由于本组患者中ꎬ成功地行心外膜室性期前收

缩消融的患者比例较低ꎮ
配对间期对 ＰＶＣ￣ＩＣＭ 发生的影响目前也存在

争议ꎮ Ｌｅｅ 等[１４] 认为ꎬ较长的配对间期会对 ＬＶＥＦ
造成不良影响ꎮ 相反地ꎬＳｕｎ 等[１９] 认为ꎬ较短的配

对间期会造成 ＬＶＥＦ 异常ꎮ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二者

无关[１６]ꎮ 本研究也显示二者无相关性ꎬ但 ＰＶＣ￣ＩＣＭ
组配对间期有小于无心肌病组的趋势[(４６５ ± ６８)
ｖｓ. (４４６ ± ７０)ｍｓꎬＰ ＝ ０. ０５３]ꎮ

２０１０ 年ꎬＯｌｇｕｎ 等[２０]首次对间位室性期前收缩

与 ＰＶＣ￣ＩＣＭ 的关系进行研究ꎬ发生间位室性期前收

缩是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而本研究未发现

二者之间相关ꎮ 关于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单次 Ｈｏｌｔｅｒ 并不能完整地体

现患者的室性期前收缩状况ꎻ入选患者因为是药物

治疗效果欠佳ꎬ拟行手术消融者ꎬ入选患者可能存在

人为偏倚ꎬ影响结果ꎮ
通过本研究可知ꎬ在频发室性期前收缩患者中

有相当一部分会发展为 ＰＶＣ￣ＩＣＭꎮ 而存在较大的

室性期前收缩负荷、较长的病程、较长的室性期前收

缩 ＱＲＳ 波时程及无症状的患者更易发生心肌病ꎮ
以此为临床识别高危患者提供依据ꎬ有助于指导高

危患者早日接受手术治疗ꎬ尽量避免心肌病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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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青年与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炎性因子
的对比分析

王喜福　 杨 铎　 曾玉杰

　 　 [摘要] 　 目的:检测青年(≤４０ 岁)和老年(６０ ~ ８０ 岁)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高敏 Ｃ 反应蛋白

(ｈｓ￣ＣＲＰ)、纤维蛋白原(Ｆｉｂ)、血浆白介素￣６(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及丙二酫(ＭＤＡ)的变化ꎬ
并分析炎性因子与年龄的相关性及其临床意义ꎮ 方法:选取我院因急性心肌梗死入院的患者 ３００ 例ꎬ其
中青年患者和老年患者各 １５０ 例ꎮ 所有患者均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ꎬ观察冠状动脉病变情况ꎮ 并于入

院即刻取静脉血 ５ｍＬꎬ通过生物化学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血浆 ｈｓ￣ＣＲＰ、Ｆｉｂ、ＩＬ￣６、ＴＮＦ￣
α 及 ＭＤＡ 的变化ꎬ并分析血浆炎性因子水平与年龄的相关性ꎮ 结果:与青年组比较ꎬ老年组急性心肌心

肌梗死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及陈旧性脑卒中比例更高(Ｐ < ０ ０１)ꎻ双支病变、三支病变的比例更高(Ｐ <
０ ０１)ꎻ血浆 ｈｓ￣ＣＲＰ、Ｆｉｂ、ＩＬ￣６ 及 ＴＮＦ￣α 水平升高更显著(Ｐ < ０ ０１)ꎬ血浆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含量更

高(Ｐ < ０ ０１)ꎮ 结论:血浆炎症因子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年龄相关ꎮ 其原因可能与老年患者基础病多ꎬ
累及病变血管多、血浆过氧化损伤严重有关ꎮ

[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死ꎻ血浆炎症因子ꎻ青年与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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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 < ０ ０１)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ｖｅｓｓ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
< ０ ０１)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ｈｓ￣ＣＲＰꎬＦｉｂꎬＩＬ￣６ꎬＴＮＦ￣αꎬＭＤＡ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Ｐ < ０ ０１) .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 < ０ ０１)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ｂａｓ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ｌ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ꎻ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ꎻＰｌａｓｍａ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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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人们对青年心肌梗死的临床研究越来

越多ꎮ 青年心肌梗死是指 ４０ 岁以下ꎬ无论何种病因

发生的心肌梗死ꎬ约占急性心肌梗死的 １ ５％ ~
６ ０％ [１]ꎮ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ꎬ吸烟和高脂血症是

青年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２]ꎮ 炎症反应是动

脉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基础ꎬ并贯穿于动脉硬化整

个发生、发展过程ꎮ 炎症反应不仅能引起内皮细胞

功能紊乱、白细胞迁移和细胞外基质降解ꎬ还能激活

血小板诱发血栓形成[３￣４]ꎮ 而关于炎症反应在青年

和老年患者中是否存在差异ꎬ目前尚没有报道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选取:选取我院因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
入院患者 ３００ 例ꎬ所有患者均行经皮冠状动脉造影

检查ꎬ并于入院即刻抽取静脉血 ５ｍＬ 待测ꎮ 其中青

年患者(≤４０ 岁)和老年患者(６０ ~ ８０ 岁)各 １５０
例ꎮ 所有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ꎬ并经伦理委员

会批准ꎮ 所有患者的基本资料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基础临床特征[ｘ ± ｓꎬｎ(％ )]

项目 青年组(ｎ ＝ １５０) 老年组(ｎ ＝ １５０)
年龄 / 岁 ３６ ２１ ± ４ １２ ６９ ５２ ± ６ １１∗

男性 １３７(９１ ３) ９１(６０ ７)∗

吸烟史 １１４(７６) ４１(２７ ３)∗

饮酒史 ７９(５２ ７) ３５(２３ ３)∗

既往病史

　 糖尿病 ２１(１４) ８６(５７ ３)∗

　 高血压 ４５(３０. ０) ９６(６４. ０)∗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５(３ ３) ３１(２０ ７)∗

　 陈旧性脑卒中 ２(１ ３) ２８(１８ ７)∗

入院时生化指标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３ ０５ ± ０ ９２ １ ５８ ± ０ ６６∗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５ ５２ ± １ ０３ ４ ０８ ± ０ ５９＃

　 ＬＤＬ / (ｍｍｏｌ / Ｌ) ３ ０１ ± ０ ６５ ２ ４９ ± ０ ４７＃

　 ＵＡ / (ｍｍｏｌ / Ｌ) ４２５ ± ６１ ３２ ３７８ ± ５２ ３６＃

冠状动脉造影

　 单支病变 ９９(６６. ０) ２２(１４ ７)∗

　 双支病变 ３５(２３ ３) ５７(３８. ０)∗

　 ３ 支病变 １６(１０ ７) ７１(４７ ３)∗

注:ＣＡＢＧ: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ꎻ两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５ꎻ∗Ｐ < ０ ０１

２. 入选标准:ＡＭ Ｉ 的诊断标准①缺血性胸痛≥
３０ 分钟ꎬ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不缓解ꎻ ②典型的血

清肌钙蛋白 Ｉ、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浓度动态

变化ꎬ其峰值达正常值上限的 ２ 倍以上ꎮ
３. 排除标准:①有活动性内脏出血ꎬ不能耐受抗

栓药物的使用ꎮ ②入院时急性左心衰竭发作ꎮ ③
急、慢性感染ꎻ④严重肝肾功能不全ꎻ⑤自身免疫性

疾病ꎻ⑥已明确诊断的肿瘤ꎻ⑦急性脑卒中合并急性

心肌梗死者ꎮ

４. 治疗方法:所有患者于入院后均接受阿司匹

林、氯吡格雷、硝酸酯类、β￣受体阻滞剂、他汀类药物

及低分子肝素等治疗ꎮ 并根据心电图、临床表现和

发病时间选择紧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ｅｒｃｕｔａ￣
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ＰＣＩ)或择期 ＰＣＩ 治疗ꎮ

５. 观察指标: (１) 血浆高敏 Ｃ 反应蛋白 ( ｈｓ￣
ＣＲＰ)水平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测
定(试剂盒购于湖州英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ꎮ

(２)血浆炎症因子血浆白介素￣６(ＩＬ￣６)和肿瘤坏

死因子￣α(ＴＮＦ￣α)的测定:取两组患者入院即刻静脉

乙二胺四乙酸(ＥＤＴＡ)抗凝血 ３ｍＬꎬ３ ０００ｒ /分钟离心

３０ 分钟ꎬ取上清ꎬ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测定治

疗前后患者血浆 ＩＬ￣６ 和 ＴＮＦ￣α 水平的变化ꎮ
(３)血浆 Ｆｉｂ 的测定:取两组患者入院即刻

３ ２％枸橼酸钠抗凝血 ０ ５ｍＬꎬ３ ０００ｒ /分钟离心 １０
分钟ꎬ取上层血浆ꎬ采用凝固法测定血浆纤维蛋白量

原(Ｆｉｂ)的含量ꎮ
按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 ＭＤＡ 检测

试剂盒进行操作ꎮ
６.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ＳＰＳＳ１１ ５ 统计学软件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率)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及冠状动脉造影结果:与
青年组比较ꎬ老年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陈旧性脑

梗死及 ３ 支病变、双支病变的比例更高(Ｐ < ０ ０１)ꎬ
而青年 ＴＧ、ＴＣ、ＵＡ 水平明显升高(Ｐ < ０ ０１ꎬＰ <
０ ０５ꎬＰ < ０ ０５)ꎻ造影结果提示ꎬ青年组患者单支病

变发病率更高ꎬ而老年组患者双支病变、３ 支病变比

例更高(Ｐ < ０ ０１ꎬ表 １)ꎮ
２. 两组患者血浆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 的变化:与

青年组比较ꎬ老年组患者血浆炎性因子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
及 ＴＮＦ￣α 水平明显升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ꎬ提示老年患者机体炎症反应更严重(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患者血浆炎性因子及 ＭＤＡ 比较(ｘ ± ｓ)

指标 青年组(ｎ ＝ １５０) 老年组(ｎ ＝ １５０)
ｈｓ￣ＣＲＰ / (ｍｇ / Ｌ) ７ ２２ ± ０ ８１ １１ ５１ ± ０. ６９∗

Ｆｉｂ / (ｇ / Ｌ) ６ ０２ ± ０ ４７ ９ ５８ ± ０. ７１∗

ＩＬ￣６ / (ｎｇ / Ｌ) １１６ ３２ ± ９ ８７ １５２ １３ ± １０. ２３∗

ＴＮＦ￣α / (μｇ / Ｌ) ５ ０６ ± ０ ３３ ８ ５４ ± ０. ４９∗

ＭＤＡ / (μｍｏｌ / Ｌ) ９ ５７ ± ０ ４８ １４ ２１ ± ０. ９９∗

注:两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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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两组患者血浆 Ｆｉｂ 的变化:与青年组比较ꎬ老
年组患者血浆 Ｆｉｂ 水平升高更明显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表 ２)ꎮ
４. 两组患者血浆 ＭＤＡ 的变化:与青年组比较ꎬ

老年组患者血浆 ＭＤＡ 水平明显升高(Ｐ < ０ ０１)ꎻ提
示老年组患者血浆脂质过氧化程度更严重(表 ２)ꎮ

讨　 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在动脉病变的基础上ꎬ心肌细

胞因冠状动脉血供急剧减少或中断而发生的严重、
持久性缺血ꎬ造成心肌细胞不可逆性坏死ꎮ 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性病变导致血栓形成是其主要的病因ꎮ
通常情况下ꎬ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

而增加ꎮ 但近年来的调查发现ꎬ急性心肌梗死呈现

年轻化的趋势ꎮ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ꎬ < ４０ 岁的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ꎬ血脂水平和血尿酸水平均较老年

组高ꎻ吸烟、饮酒比例更高ꎮ 提示生活不规律、饮食

结构异常是青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病的危险因

素ꎮ 而与青年组患者比较ꎬ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高血压、糖尿病、陈旧性脑卒中患病率明显增多ꎬ进
一步提示高血压、糖尿病是老年急性心肌梗死的危

险因素ꎮ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中还发现ꎬ老年患者双

支病变、三种病变比例高ꎬ而青年患者单支病变的比

例更高ꎮ 从发病性别看ꎬ老年患者女性比例较青年

患者更高ꎬ可能与老年绝经女性患者缺乏雌激素保

护有关ꎮ 这一结果与 Ａｎｄｒｅｉａ 和 Ｄａｖｉｄ 的研究一

致 [５￣６]ꎮ
炎症反应是机体对损伤性刺激的一种防御反

应ꎬ然而过度炎症反应会导致多种组织、器官的严重

损害ꎮ 炎症反应是急性心肌梗死的促发因素ꎮ 通过

对 ＡＣＳ 患者的尸检发现ꎬ斑块内存在大量的炎性细

胞ꎬ包括泡沫细胞、巨噬细胞及淋巴细胞和肥大细胞

等ꎬ其中以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为主ꎮ 炎症细胞可

通过分泌蛋白酶使纤维帽变薄、斑块易于破裂ꎬ还能

分泌凝血蛋白前体激活外源性凝血途径ꎬ诱发血栓

形成ꎮ 目前许多炎症因子ꎬ如 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ＩＬ￣
１８、ＭＭＰｓ、可溶性 ＣＤ４０ 和 ＣＤ４０Ｌ、ＩＣＡＭ￣１、ＶＣＡＭ￣１
及选择素等被确认为诊断易损斑块和判断预后的重

要指标[７￣８]ꎮ
脂质过氧化反应与氧自由基反应是机体新陈代

谢的重要过程ꎬ两者的动态平衡是机体稳态的重要

保障ꎮ 某些病理情况下ꎬ氧自由基生成过多ꎬ脂质过

氧化增强ꎬ会引发链式脂质过氧化反应ꎬ损伤细胞

　 　 　 　

膜、细胞器甚至胞内核酸ꎬ最终导致细胞损伤或凋

亡ꎮ ＭＤＡ 是脂质过氧化的分解产物ꎬＭＤＡ 的含量

可间接反应氧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程度[９]ꎮ
本研究显示ꎬ青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脂和尿

酸含量较老年组患者明显升高ꎬ可能与青年患者高

胆固醇、高嘌呤饮食有关ꎮ 也可能与老年患者长期

服用他汀类药物有关ꎮ 我们还发现ꎬ老年组患者血

浆 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 和 Ｆｉｂ 等炎性因子较青年组患

者明显升高ꎬ原因可能与老年患者合并有高血压、糖
尿病、陈旧性脑卒中等基础疾病有关ꎮ 另外老年组

患者血浆 ＭＤＡ 水平较青年组明显升高ꎬ提示老年

患者脂质过氧化反应程度较重ꎮ 由此我们得出结

论ꎬ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炎症反应和脂质过氧化

损伤程度较青年组更重ꎬ这也可能是造成老年组患

者冠状动脉双支病变、３ 支病变的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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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ꎬ ２０１２ꎬ２２０:２５７￣２６４.

[ ３ ] 　 Ｊａｎｎａ Ａ Ｄꎬ Ｊｉｍｍｙ ＦＰＢꎬ Ｌｏｕｉｓ ＭＨ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ａｎ￣
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Ａｔｈｅｒｏ￣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ꎬ２０１３ꎬ２２８:３０６￣３１５.

[ ４ ] 　 Ｅ. Ｒａｍｅｓｈ ＰＧꎬ Ｔｈｏｍ Ｐ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ｐｉｇ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ｃｈｉｎ
ｇａｌｌ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ｏｒｙ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Ｃｈｅｍ
Ｂｉｏ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ꎬ２０１０ꎬ１８３:１２５￣１３２.

[ ５ ] 　 Ａｎｄｒｅｉａ Ｏꎬ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Ｂꎬ Ｍａｒｉａ Ｊ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ｖ Ｍｅｄꎬ２００７ꎬ４４:３１１￣３１６.

[ ６ ] 　 Ｄａｖｉｄ Ｈꎬ Ｙｏｓｅｐｈ Ｒꎬ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Ｂ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１６: ２４９￣２５６.

[ ７ ] 　 Ｌｕ Ｐｅｉｐｅｉꎬ Ｌｉｕ Ｊｕｎｔｉａｎꎬ Ｌｉｕ Ｎａ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ＦＤＰ ｏｎ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ＩＬ￣６ꎬ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ｉＮＯＳ. 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２０１１ꎬ８８:８３９￣８４５.

[ ８ ] 　 Ｃｈｅｎｇ Ｗｅｎꎬ Ｚｈａｏ Ｙｕｘｉａꎬ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ｘｉꎬ ｅｔ 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ｌｉｇａｎｄ ｉｎ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 ｏｒ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Ｖａｓ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６３:１３５￣１４４.

[ ９ ] 　 王喜福ꎬ叶明ꎬ 王劲松ꎬ 等. 丹参多酚酸盐对急性心肌梗死

ＰＣＩ 术后 ＣＤ１４ ＋ 单核细胞活性氧和 Ｔｏｌｌ 样受体的影响. 心肺

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１３ꎬ３２:２４３￣２４６.
(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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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高龄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樊燕琴　 杨 清　 吕继辉　 庞兴学　 陈晓丽

　 　 [摘要] 　 目的:探讨高龄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特征ꎮ 方法:收集 ３０４ 例ꎬ６０ 岁以上心力衰竭患

者的发病诱因、基础心脏疾病、症状体征、相关化验检查及并发临床情况ꎮ 将 ３０４ 例心力衰竭患者按年

龄分为两组ꎬ６０ ~ ７９ 岁为老年组ꎬ≥８０ 岁为高龄组ꎮ 对以上资料在两组间进行对比分析ꎬ了解高龄心力

衰竭患者的临床体征ꎮ 结果:①高龄组导致心力衰竭的首要病因是冠心病ꎬ但较老年组冠心病所占比例

低(３８ １％ ｖｓ. ６２ ８％ ꎬＰ ＝ ０ ００１)ꎻ高血压、退行性心脏瓣膜病、无基础心脏疾病比例较老年组明显增

加ꎬ(分别为 ２９ ５％ ｖｓ. １９ １％ ꎬＰ ＝ ０ ０１３ꎻ３７ １％ ｖｓ. １０ １％ ꎬＰ ＝ ０ ０００ꎻ７ ６％ ｖｓ. ２ ０％ ꎬＰ ＝ ０ ０１６)ꎮ ②
心力衰竭发作诱因中ꎬ高龄组首位是呼吸道感染ꎬ较老年组增加(４３ ８％ ｖｓ. ２３ ６％ ꎬＰ ＝ ０ ００１)ꎬ输液

快、外科手术及无明显诱因较老年组比例明显增加ꎬ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③高龄组心力衰竭类

型及临床特点与相应的基础疾病及诱因相关ꎮ ④老年心力衰竭并发多种临床情况ꎬ低蛋白血症和贫血

在高龄组中比例明显增高比例(分别是 ３８ １％ ｖｓ. １４ １％ ꎬＰ ＝ ０ ０００ꎻ２０ ０％ ｖｓ. １１ ６％ ꎬＰ ＝ ０ ０４６)ꎮ
结论:高龄心力衰竭患者诱因首位是呼吸道感染ꎬ另外诱因多样或诱因不明显ꎻ部分患者基础心脏病史

不明确ꎻ舒张功能不全为主的心力衰竭比例偏高ꎻ症状不典型ꎻ合并有多种临床情况ꎬ尤其低蛋白血症、
贫血、胸腔积液及栓塞比例增加ꎻ肺部 Ｘ 线检查、心脏彩超对早期诊断有帮助ꎮ

[关键词] 　 高龄ꎻ心力衰竭ꎻ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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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
ｏｄ:３０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ｈｏ ａｇｅｄ ｏｖｅｒ ６０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Ａ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 (ｆｒｏｍ ６０ｙ ｔｏ ７９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ｏｖｅｒ ８０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ｍｅｎｔꎬ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ꎬ
ｓｉｎｇｓꎬ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
ｔ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３８ １％ ｖｓ ６２ ８％ ꎬＰ ＝ ０ ００１). Ｔｈｅ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２９ ５％ ｖｓ. １９ １％ ꎬＰ ＝
０ ０１３ꎻ３７ １％ ｖｓ. １０ １％ ꎬＰ ＝ ０ ０００ꎻ７ ６％ ｖｓ. ２ ０％％ ꎬＰ ＝ ０ ０１６). (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４３ ８％
ｖｓ２３ ６％ ꎬＰ ＝ ０ ００１)ꎬ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ｔｏｏ ｆａｓｔꎬ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 (４) Ｎｏｔａｂｌｙ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ａｎｅｍｉａ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 (３８ １％ ｖｓ. １４ １％ ꎬ Ｐ ＝ ０ ０００ꎻ２０ ０％ ｖｓ. １１ ６％ ꎬ Ｐ ＝
０ ０４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ａ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６２ ８％ ｖｓ. ３８ １％ )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ａｓ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ｕｎ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ｉｎｄｕ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ｄｉ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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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ｇｅꎻ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ꎻ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ꎬ老年心力衰

竭患者逐渐增加ꎮ 据统计ꎬ我国≥８０ 岁人群的患病

率高达 ６％ ~１０％ ꎬ个别地方病死率高达 ４０％ [１]ꎬ已
成为高龄老人病死的主要原因之一[２]ꎮ 而部分高

龄心力衰竭患者发病无明显诱因ꎬ临床表现常不典

型ꎬ且老年人多病共存ꎬ并发症多[３]ꎬ因而极易造成

延迟诊断或误诊ꎮ 本文回顾性总结和分析近年来在

我院住院治疗的老年心力衰竭患者 ３０４ 例的临床特

点ꎬ旨在为高龄心力衰竭患者的诊治提供一定的临

床思路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按照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

标准ꎬ回顾入选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我院

心内科住院的ꎬ年龄≥６０ 岁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

象ꎮ 将符合心力衰竭诊断且心功能≥Ⅱ级者纳入本

组ꎮ 排除标准:患有恶性肿瘤、重症结核、严重的肝

肾疾病ꎻ入院前 ３ 个月内有任何大型外科手术、外
伤、大失血ꎻ入院前 ３ 周内接受过白蛋白输注治疗ꎮ
全部患者均具有胸 Ｘ 线片、心电图、超声心电图、Ｂ
超、生化指标及血常规等临床资料ꎬ共收集 ３０４ 例ꎬ
根据发病年龄ꎬ将患者分为老年组(Ａ 组ꎬ６０ ~ ７９
岁ꎬ共 １９９ 例)和高龄组(Ｂ 组ꎬ≥８０ 岁ꎬ共 １０５ 例)ꎮ

２. 诊断标准:心力衰竭包括左心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正常的心力衰竭和 ＬＶＥＦ 降低的心力衰

竭ꎮ 前者又称为 ＬＶＥＦ 正常的心力衰竭(舒张功能

不全性心力衰竭)的诊断标准:有充血性心力衰竭

的症状或体征ꎻ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或轻度异常ꎬ
ＬＶＥＦ > ４５％ ꎻ左心室舒张功能异常即左心室充盈

压升高的证据[４] ꎮ ＬＶＥＦ 降低的心力衰竭的诊断

标准:左心室增大、及 ＬＶＥＦ≤４５％ ꎻ有基础心脏病

的病史、症状及体征ꎻ有或无呼吸困难、乏力和体

液潴留(水肿)等症状[５] ꎮ 左心室增大的标准:左
心室舒张末内径( ＬＶＥＤＤ):男性 > ５３ｍｍ、女性 >
５０ｍｍꎻ 左 心 室 收 缩 末 内 径 ( ＬＶＥＳＤ): 男 性 >
３７ｍｍ、女性 > ３５ｍｍꎮ 贫血标准:男性血红蛋白 <
１２０ｇ / Ｌ、女性血红蛋白 < １１０ｇ / Ｌꎮ 低蛋白血症的

标准:血浆白蛋白 < ３５ｇ / Ｌꎮ
３.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ꎮ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

示ꎬ两组间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ꎻ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

采用中位数及四分位数间距表示ꎬ两组间的比较采

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ꎻ计数资料以频数及构成比表

示ꎬ两组间差异比较ꎬ采用 χ２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心力衰竭患者基线资料 　 本研究共有 ３０４
例患者入选ꎬ平均年龄(７９ ６ ± ７ １)岁ꎬ年龄范围 ６０
~ ９８ 岁ꎬ其中男性 １７１ 例ꎬ女性 １３３ 例ꎮ 老年心力

衰竭组入选 １９９ 例(Ａ 组ꎬ６０ ~ ７９ 岁)ꎬ平均年龄

(７１ ９ ± ５ ９)岁ꎬ其中男性 １１０ 例ꎬ女性 ８９ 例ꎬ心功

能Ⅱ级 ５７ 例ꎬ心功能Ⅲ级 １１１ 例ꎬ心功能Ⅳ级 ３１
例ꎮ 高龄心力衰竭组入选 １０５ 例(Ｂ 组ꎬ≥８０ 岁)ꎬ
平均年龄(８３ ６ ± ３ ２)岁ꎬ其中男性 ６１ 例ꎬ女性 ４４
例ꎬ心功能Ⅱ级 １５ 例ꎬ心功能Ⅲ级 ６１ 例ꎬ心功能Ⅳ
级 ２９ 例ꎮ 高龄组心功能分级及血红蛋白与老年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ｘ ± ｓꎬｎ(％ )ꎬＭ(ＱＲ)]
项目 Ａ 组(ｎ ＝ １９９) Ｂ 组(ｎ ＝ １０５)
年龄 / 岁 ７１ ９ ± ５ ９　 ８３ ６ ± ３ ２　
男性 １１０(５５ ２) ６１(５８ １) 　
心功能Ⅱ级 ５７(２８ ６) １５(１４ ３)★

心功能Ⅲ级 １１１(５５ ８) ６１(５８ １) 　
心功能Ⅳ级 ３１(１５ ６) ２９(２７ ６)★

吸烟史 ５６(２８ １) ２８(２６ ６) 　
脑卒中史 １２(６ ０) １１(１０ ５) 　
肾病史 ３０(１５ １) ２５(２３ ８) 　
糖尿病史 ４５(２２ ６) ２３(２１ ９) 　
体质量指数(ｋｇ / ｍ２) ２１ ３４ ± １ ２８　 　 ２１ ０５ ± １ ６０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 / Ｌ) ６ １９ ± ２ ４６ ６ ６５ ± ２ ８０
ＴＧ(ｍｍｏｌ / Ｌ) １ ２７ ± ０ ５７ １ ４５ ± ０ ６９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１ ０３ ± ０ ２９ １ ０９ ± ０ ３３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２ ６０ ± ０ ６７ ２ ２８ ± ０ ７４
尿素氮(ｍｍｏｌ / Ｌ) ７ ５０(５ ５０ꎬ９ ６０) ８ ２５(６ ８０ꎬ１０ ６２)
Ｃｒ(ｕｍｏｌ / Ｌ) ８３ ０(７２ ００ꎬ１１１ ００) ９０ ０(７１ ２５ꎬ１２２ ５０)
白蛋白 / (ｇ / Ｌ) ３６ ０５ ± ４. ２９　 　 ３５ ３２ ± ３. ８５
血红蛋白 / (ｇ / Ｌ) １２３ ４８ ± ２２. ４４ １０７ ５５ ± ２２. ７５★

血小板( × １０９ / Ｌ) １８２ ５７ ± ７５. ７７ ２０１ ７５ ± ６３. ４８
白细胞( × １０９ / Ｌ) ６ ６１ ± １. ６４ ７ ５１ ± ２. ８８
ＬＶＥＤＤ / ｍｍ ５４ ２２ ± １２. ７８ ４９ ７０ ± ９. ６３
ＬＶＥＳＤ / ｍｍ ３７ ５２ ± １１. ６８ ３６ ３２ ± １０. ３４
射血分数 / ％ ５３ ３０ ± １６. ３０ ６１ ７５ ± １３. ５８

注:与老年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５

２. 不同年龄组心力衰竭的基础病因　 老年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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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心力衰竭的首位病因是冠心病(６２ ８％ )ꎬ明显

高于其他原因ꎬ其次是高血压(１９ １％ )ꎬ而高龄组

中心力衰竭原因首位仍是冠心病(３８ １％ )ꎬ但比例

下降ꎬ高血压、退行性心脏瓣膜病比例明显高于老年

组ꎬ无基础心脏疾病患者比例增加ꎬ与老年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年龄组心力衰竭的临床特点[ｎ(％ )]
　 　 项目 Ａ 组(ｎ ＝ １９９) Ｂ 组(ｎ ＝ １０５)
基础病因

　 冠心病 １２５(６２. ８) ４０(３８. １)▽

　 高血压 ３８(１９. １) ３１(２９. ５)★

　 风心病 ６(３. ０) ３(２. ９)
　 心肌病 ８(４. ０) １(１. ０)
　 甲亢性心脏病 ３(１. ５) １(１. ０)
　 退行性心脏瓣膜病 ２０(１０. １) ３９(３７. １)▽

　 无基础心脏疾病 ４(２. ０) ８(７. ６)★

常见诱因分析

　 呼吸道感染 ４７(２３. ６) ４６(４３. ８)▽

　 劳累 ５０(２５. １) １０(９. ５)▽

　 情绪激动 ３２(１６. １) ８(７. ６)★

　 心房颤动 ２７(１３. ６) ２０(１９. ０)
　 血压不稳定 ２２(１１. １) １９(１８. １)
　 气候变化 ２３(１１. ６) １５(１４. ３)
　 进食不当 １１(５. ５) ９(８. ６)
　 输液快 １４(７. ０) ２０(１９. ０)▽

　 外科手术 ９(４. ５) １２(１１. ４)★

　 无明显诱因 ４(２. ０) １２(１１. ４)▽

　 心绞痛发作 ４１(２０. ６) ２０(１９. ０)
临床症状

　 乏力 １２７(６３. ８) ８５(８１. ０)▽

　 心悸 ８９(４４. ７) ３５(３３. ３)
　 纳差 ８６(４３. ２) ６２(５９. ０)▽

　 精神障碍 １０(５. ０) １３(１２. ４)★

　 夜间呼吸困难 １７６(８８. ４) ８９(８４. ８)
辅助检查

　 ＥＦ 下降 ９９(４９. ７) ２２(２１. ０)▽

　 胸腔积液 ３６(１８. １) ４０(３８. １)▽

　 肺水肿 ６５(３２. ７) ４２(４１. ０)
　 ＬＶＥＤＤ 增大 ９８(４９. ２) １８(１７. １)▽

　 ＬＶＥＳＤ 增大 ９９(４９. ７) ２２(２１. ０)▽

并发疾病

　 贫血 ２３(１１. ６) ２１(２０. ０)★

　 低蛋白血症 ２８(１４. １) ４０(３８. １)▽

　 肾功能不全 ３０(１５. １) ２５(２３. ８)
　 肝功能不全 ４５(２２. ６) ２１(２０. ０)
　 脑血管病 １２(６. ０) １１(１０. ５)
　 骨关节病 ２１(１０. ６) １８(１７. １)
　 深静脉血栓 ３(１. ５) ６(５. ７)★

注:与老年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１ꎬ★Ｐ < ０ ０５

３. 不同年龄组心力衰竭的诱因　 老年组导致

心力衰竭发作的诱因首先是劳累ꎬ其次是肺部感

染、心绞痛发作ꎬ高龄组患者常见诱因是肺部感

染ꎬ其次是心绞痛、输液过快、心房颤动及血压不

稳定ꎬ有相当比例无明显诱因ꎬ外科手术在高龄组

占比例较高ꎬ后两种情况与老年组比较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表 ２)ꎮ
４. 不同年龄组心力衰竭患者的各心力衰竭类

型　 高龄组心力衰竭患者相较老年组心力衰竭患者

舒张功能不全为主的心力衰竭 ４３ 例(４１ ０％ )比例

增加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而老年组患者收缩性心

力衰竭为主的心力衰竭 １１０ 例(５５ ３％ )高于高龄

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５. 不同年龄组心力衰竭的临床特点 　 高龄组

心力衰竭患者出现乏力、纳差、精神障碍多见ꎬ检查

方面胸腔积液较老年组比例增加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表 ２)ꎮ
６. 不同年龄组心力衰竭患者并发疾病 　 高龄

组心力衰竭患者并发低蛋白血症、贫血、深静脉血栓

相较老年组比例增加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２)ꎮ

讨　 论

高龄老人由于同时存在多种基础疾病[６]ꎬ临床

表现比较复杂ꎬ而且高龄老人的感觉功能、认知功能

及记忆功能减退[７]ꎬ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其不适症

状及疾病的严重程度ꎬ使病史采集、疾病的诊断更加

困难ꎮ 本文通过回顾性对比分析ꎬ发现高龄心力衰

竭本身具有一定的临床特点ꎮ
本研究提示 ８０ 岁以上高龄老人心力衰竭的基

础病因中以冠心病、高血压、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病

排前三位ꎬ与国内报道相符[８]ꎮ 排在首位的病因是

冠心病ꎬ冠心病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ꎮ 随着社

会老龄化越来越明显ꎬ冠心病的发病率呈增高趋

势[９]ꎮ 高龄组与老年组比较高血压所占比例增加ꎮ
老年高血压引起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可造成心脏长期

前后负荷加重ꎬ导致左心室肥厚ꎬ心室肌排列紊乱ꎬ
细胞改变为心肌肥大、心肌间质水肿ꎬ分泌过多的胶

原等细胞外基质ꎬ从而影响了心肌的舒张功能[１０]ꎮ
值得强调是退行性心脏瓣膜病和无基础疾病的比例

增高ꎮ 心脏的改变也和其他器官一样ꎬ逐渐发生老

化ꎮ 心肌细胞随年龄增加出现心肌细胞肥大ꎬ肌原

纤维增生ꎬ蛋白合成能力降低ꎬＤＮＡ、ＲＮＡ 减少ꎬ线
粒体氧化磷酸化能力降低ꎬ致使心肌形态及功能发

生多样性变化[１１]ꎮ 心脏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心

脏增重ꎬ顺应性降低ꎬ冠状动脉硬化ꎬ二尖瓣、主动脉

瓣增厚ꎬ心肌缺血ꎬ心室舒张末期充盈不足ꎬ心肌收

缩无力等[１１]ꎮ 以上心力衰竭类型中舒张功能不全

比例明显增高是一致的ꎮ 在此基础上加之老年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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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多种疾病ꎬ使心脏的正常生理代偿机制不能发

挥应有作用ꎬ 构成了老年人易患心力衰竭的基础ꎮ
所以高龄组中有相当比例无基础心脏疾病ꎮ 这些提

示我们对高血压病、冠心病、退行性瓣膜病及其危险

因素应进行积极干预及治疗ꎬ同时对于合并的其他

系统的疾病也要积极治疗ꎮ
本文对高龄心力衰竭的诱因分析中发现呼吸道

感染是首位(４３ ８％ )ꎮ 随着年龄增加由于支气管

平滑肌及腺组织萎缩ꎬ肺气肿和肺纤维化ꎬ使呼吸功

能减退ꎬ容易导致呼吸道感染ꎮ 感染时ꎬ机体处于高

代谢状态ꎬ体内儿茶酚胺类物质增多ꎬ心率增快ꎬ心
肌耗氧增多ꎬ加重心脏负担ꎻ细菌毒素及炎性介质、
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 ６ 等的大量释放ꎬ对心肌细胞

直接损害ꎬ而诱发心功能不全[１２]ꎬ另外再加上支气

管黏膜充血、水肿、痉挛更是加重了呼吸困难ꎬ进而

诱发心力衰竭[１３]ꎮ 故控制感染是老年慢性心力衰

竭治疗的重要环节ꎮ 老年人心脏储备功能差和基础

疾病多ꎬ对非老年人无关紧要的负荷可使老年人发

生心力衰竭[１４ ]ꎬ尤其在高龄组中应引起重视ꎬ有部

分高龄心力衰竭患者找不到诱因ꎮ 另外高龄患者意

外骨折或受伤ꎬ术前无明显心脏病史及无心力衰竭

征兆ꎬ术后出现心力衰竭ꎬ往往左心力衰竭或伴阵发

心房颤动ꎬ与高龄老人心脏顺应性下降、舒张功能减

低、心房压力增加ꎬ储备能力下降有关ꎮ
高龄组心力衰竭舒张功能不全为主的心力衰

竭较老年组增加与相应的基础疾病及诱因相关ꎮ
老年心力衰竭症状表现不典型ꎬ高龄组中突出表

现在纳差、乏力、精神障碍ꎮ 心力衰竭致胃肠淤血

时引起腹胀、纳差ꎻ高龄老人相对活动较少ꎬ动作

缓慢ꎬ所以日常活动时无明显气短加重而表现为

极度疲倦、乏力ꎻ精神症状与高龄患者多伴有动脉

硬化性脑病ꎬ心输出量降低ꎬ脑供血不足加重等有

关[１５] ꎮ 体征及检查方面胸腔积液在高龄组所在比

例明显增高(３８ １％ )ꎬ与高龄患者并发低蛋白血

症增加相关ꎮ
高龄患者易合并多种重要器脏并发症ꎬ 较为多

见的是肾功能不全、肺感染、脑血管病和肢体栓塞ꎬ
与龙宜武等[１６] 的报道一致ꎮ 但本文高龄组中最突

出的是低蛋白血症和贫血ꎬ这与慢性心力衰竭发生

后ꎬ长期静脉压力升高ꎬ肝静脉回流受阻ꎻ加之心排

血量减少ꎬ进而导致肝脏结构及功能的变化ꎬ使肝脏

合成蛋白功能下降[１７￣１８]ꎻ且慢性心力衰竭能导致肠

道低灌注和肠壁水肿ꎬ以及长期慢性缺氧ꎬ导致肠道

吸收功能紊乱ꎬ血清蛋白合成原料不足ꎬ进一步加重

了低蛋白血症 [１９]ꎮ 贫血与高龄老人造血功能减退、
胃肠道吸收障碍以及动脉硬化、糖尿病或高血压导

致肾功能损害有关ꎮ 贫血进一步加重心力衰竭和肾

功能损害ꎬ三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ꎬ及时纠正贫血对

于打破该恶性循环ꎬ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具有

重要意义[２０]ꎮ 随年龄增加ꎬ并发脑血管疾病及骨关

节疾病增加ꎬ往往造成活动受限ꎬ甚至长期卧床ꎬ继
发血栓风险增加ꎮ 提示我们在高龄心力衰竭治疗中

要注意全局观念ꎬ注意改善贫血及营养状况ꎬ注意保

护肝、肾功能ꎬ预防血栓ꎮ
总之ꎬ高龄心力衰竭患者的诱因多样或诱因不

明显ꎬ部分心力衰竭患者无基础心脏疾病ꎬ临床症状

不典型ꎬ易合并低蛋白血症等多种疾病并存ꎬ因此要

详细询问病史和仔细查体ꎬ尽量了解心力衰竭发生

的原因和诱发因素ꎬ综合评价胸 Ｘ 线片、心电图、心
脏彩超及化验结果 [２１]ꎬ尽早明确诊断ꎬ及时治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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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与危险分层的相关性分析

刘 波　 刘成伟　 何 蕾　 谭安安

　 　 [摘要] 　 目的:探讨急性肺栓塞患者 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与危险分层的相关性ꎮ 方法: 纳入 ７２ 例

连续收治的急性肺栓塞患者ꎬ均经 ＣＴ 肺动脉造影确诊ꎮ 按指南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并计算 ＣＴ 肺动脉

栓塞指数ꎬ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法计算 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与急性肺栓塞危险分层的相关系数ꎬ 用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评估 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对每个危险分层的预测效能ꎮ 结果:在 ７２ 例急性肺栓塞患者中ꎬ低危组

３２ 例、中危组 ３１ 例、高危组 ９ 例ꎬ三组 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分别为(２６ ２ ± １６ ４)％ 、(５２ ９ ± １０ ６)％ 和

(８５ ６ ± ５ ４)％ ꎬ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与急性肺栓塞危险分层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８８１ (Ｐ < ０ ０１)ꎮ 肺栓塞指

数对危险分层中的高危组预测效能最高ꎬ敏感性为 ６６ ７％ ꎬ特异性为 ９０ ５％ ꎬ曲线下面积达 ０ ９２９ (Ｐ <
０ ０１)ꎮ 结论:急性肺栓塞患者 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与危险分层呈显著正相关ꎮ

[关键词] 　 急性肺栓塞ꎻ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ꎻＣＴ 肺动脉造影ꎻ危险分层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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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７％ ａｎｄ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ｆ ９０ 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ｔ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ꎻ Ｃ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ꎻ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ꎻ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急性肺栓塞(ａｃｕｔ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ꎬＡＰＥ)是
常见的心血管急危重症之一ꎬ也是致死、致残的重要

病因[１]ꎬ未经及时治疗者病死率高达 ２５％ ~ ３０％ ꎬ
早期合理治疗可使病死率降至 ２％ ~ ８％ ꎮ ２００８ 年

欧洲心脏病协会 ＡＰＥ 指南建议ꎬ以危险分层即“高

危、中危、低危”替代以往“大面积、次大面积和非大

面积” 术语[２]ꎬ在诊断同时早期识别高危患者ꎮ
２０１４ 年欧洲心脏病协会再度更新 ＡＰＥ 指南[３]ꎬ加
入“ＰＥＳＩ ｃｌａｓｓ Ⅲ￣Ⅴｏｒ ｓＰＥＳＩ≥１”指标ꎬ结合是否同

时具备右心室功能异常、心肌损伤ꎬ将中危组进一步

细化为中危病情偏重者和病情偏轻者ꎮ 可靠的危险

分层是 ＡＰＥ 治疗的基石ꎬ但是以上分层方法涉及临

床指标众多ꎬ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快速对 ＡＰＥ 患者进

行危险分层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近年来ꎬＣＴ 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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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造影(ＣＴＰＡ)已经成为确诊 ＰＥ 的首选无创性手

段ꎬ其价值不仅只限于诊断或排除 ＰＥ[４]ꎮ Ｑａｎａｄｌｉ
等[５]根据 ＣＴＰＡ 显示肺动脉栓塞部位计算出 ＣＴ 肺

动脉栓塞指数(ＣＴＩ)ꎬ经证实与 ＡＰＥ 患者病情危重

程度存在相关性[６]ꎮ 因此ꎬ本文主要探讨 ＣＴＩ 和

ＥＳＣ 指南危险分层之间的相关性ꎬ判断 ＣＴＩ 是否能

作为评估 ＡＰＥ 患者病情危重程度的简易量化指标ꎮ

图 １　 左右肺动脉段划分图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收集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心内科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临床疑诊 ＡＰＥ 患者

１４０ 例ꎬ经 ＣＴＰＡ 确诊 ＡＰＥ 患者 ７２ 例ꎬ其中男性 ４０
例(６６ ６％ )ꎬ平均年龄(６５ ５ ± １０ ９)岁ꎬ女性 ３２ 例

(４４ ４％ )ꎬ平均年龄(６５ ７ ± １１ １)岁ꎮ
２. 研究方法:对于所有确诊 ＡＰＥ 患者ꎬ参照 Ｑａ￣

ｎａｄｌｉ 指数计算方法计算出 ＣＴＩ 值ꎬ并且按 ＥＳＣ ２００８
年 ＡＰＥ 指南进行临床危险分层ꎬ详细收集患者的各

项基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ꎮ
(１)ＣＴＩ 的计算:根据 Ｑａｎａｄｌｉ 栓塞指数计算ꎬ采

用公式为:ＣＴＩ ＝ [ ∑(ｎ × ｄ) / ４０ ] × １００％ . ｎ 代表

栓子所在的位置的分值(将每侧肺分为 １０ 个肺段ꎬ
各包括 １０ 支段肺动脉ꎬ上叶各 ３ 支ꎬ中叶(右肺)或
舌叶(左肺)各 ２ 支ꎬ下叶各 ５ 支(图 １)ꎮ １ 支肺动

脉段出现栓子计 １ 分ꎬ孤立的肺亚段动脉栓子被认

为是相应上一级肺段动脉部分阻塞ꎬ也记 １ 分ꎬ在肺

段动脉以上动脉内出现栓子时ꎬ记总分ꎬ分值等于其

所属肺段动脉总数ꎮ ｎ 值的范围从最小的 １ 即一个

肺段动脉的阻塞ꎬ到最大值的 ２０ 即双侧肺动脉都阻

塞ꎻｄ 代表栓塞阻塞血管的程度(部分阻塞为 １ 分ꎬ
完全阻塞为 ２ 分)ꎮ 最后的结果以百分数来表示ꎬ
被称为 ＣＴ 肺动脉栓塞指数(ＣＴＩ)ꎮ

(２)ＣＴＩ 的计算由至少两名从事 ＣＴ 诊断工作

１０ 年以上的影像科医师共同进行ꎬ并取得一致意

见ꎬ所有图像观察及分析均在影像工作站上完成ꎬ若
两者意见不一致者则请更高年资影像科医师重新进

行评估ꎮ
(３)危险分层的界定:参照 ＥＳＣ ２００８ 年 ＡＰＥ 诊

治指南[２]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①休克或低血压是

指体 循 环 动 脉 收 缩 压 < ９０ｍｍＨｇ (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或较基础值下降幅度 > ４０ｍｍＨｇ 持续 １５
分钟以上ꎬ需除外新发生的心律失常、低血容量或感

染中毒症所致血压下降ꎮ ②满足以下至少 １ 条标准

表明有右心室功能不全(ＲＶＤ):右心室扩大(心腔

四腔心切面中 ＲＶ / ＬＶ > ０ ９)或心脏彩超表明右心

室收缩功能不全ꎻＣＴ 显示右心室扩大(心腔四腔心

切面中 ＲＶ / ＬＶ > ０ ９)ꎻＢＮＰ 升高( > ９０ｎｇ / Ｌ)ꎬＮＴ￣
ＢＮＰ 升高( > ５００ｎｇ / Ｌ)ꎻ心电图改变(新发的完全或

不完全右束支传导阻滞ꎬ间隔导联的 ＳＴ 段升高或压

低或 Ｔ 波倒置)ꎮ ③ 心肌损伤: 肌钙蛋白 Ｉ >
０ ４μｇ / Ｌ 或肌钙蛋白 Ｔ > ０ １μｇ / Ｌꎮ ＥＳＣ 将无右心

室功能障碍和(或)心肌损伤标志物阳性的患者归

类为低、中危ꎬ而将休克或持续性低血压的患者归类

为高危ꎮ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包进行统

计学处理ꎮ 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 ±标准

差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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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采用 ＬＳＤ 方法比较两组间差异ꎻ计数资料用

率或 构 成 比 表 示ꎬ 组 间 比 较 采 用 χ２ 检 验ꎻ 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系数评价肺栓塞指数与危险分

层的相关性ꎮ 将 ＣＴＩ 与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分别

做最大似然估计法拟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ＲＯＣ)ꎬ并计算曲线下面积(ＡＵＣ)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不同危险分层 ＡＰＥ 患者 ＣＴＩ 值有所差异:
ＡＰＥ 患者低危组 ３２ 例、中危组 ３１ 例、高危组 ９

例ꎬ三组 ＣＴＩ 值分别为(２６ ２２ ± １６ ３５)％ 、(５２ ８７
± １０ ５７)％ 、(８５ ５６ ± ５ ３６)％ 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ＡＮＯＶＡ)比较三组间 ＣＴＩ 值ꎬ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ꎬ进一步采用 ＬＳＤ 方法比较两组间差

异ꎬ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危险分层肺动脉栓塞指数比较[ｘ ± ｓꎬｎ(％ )]
项目 低危组(ｎ ＝ ３２) 中危组(ｎ ＝ ３１) 高危组(ｎ ＝ ９)

年龄 / 岁 ６３ ２ ± １１ ２３ ６５ ２ ± １０ ２３ ６５ ３ ± １３ ４２
女性 １４(４３ ８) １２(３８ ７) ６(６６ ６)
肺栓塞指数 ２６ ２２ ± １６ ３５ ５２ ８７ ± １０ ５７∗ ８５ ５６ ± ５ ３６△

注:与低危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１ꎻ与中危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１

２. 肺栓塞指数与危险分层的相关性分析:ＡＰＥ
患者 ＣＴＩ 与危险分层有显著正相关ꎬｒ ＝ ０ ８８１ꎬＰ ＝
０ ０００１ꎬ图 ２)ꎮ

图 ２　 ＣＴＩ 与危险分层相关性分析

３. 肺栓塞指数明显增高对危险分层高危组预测

效能的分析:肺动脉栓塞指数截断值是 ６３ ５ꎬ敏感

性是 ６６ ７％ ꎬ特异性是 ９０ ５％ ꎬ曲线下面积 ０ ９２９ꎮ
肺栓塞指数对危险分层低危组及中危组预测效能较

低(图 ３)ꎮ

讨　 论

ＡＰＥ 患者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ꎬ很容易与其他

疾病误诊[７]ꎮ 有研究报道ꎬ９５％以上 ＡＰＥ 患者以呼

吸困难和胸痛为主要表现ꎬ发病初期极易被临床医

图 ３　 ＣＴＩ 对 ＡＰＥ 危险分层的预测效能分析

生误诊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和肺病[８]ꎬ甚至造成

该类患者病死率的增高ꎮ 据统计ꎬ在西方发达国家

每年死亡病因中肺栓塞高居第 ３ 位[９￣１０]ꎬ因此临床

疑诊 ＡＰＥ 的患者应尽早明确诊断并同时对病情的

严重度进行评估ꎬ以进行治疗策略的选择[１１]ꎮ 低血

压、休克、晕厥及心脏停搏均是 ＡＰＥ 的高危标志ꎬ需
立即进行积极治疗ꎮ ＥＳＣ ２００８ 年 ＡＰＥ 指南[２] 中强

调ꎬＡＰＥ 的严重程度应依据 ＡＰＥ 相关的早期死亡风

险进行个体化评估ꎬ２０１４ 新版 ＡＰＥ 指南中加入 ＰＥ￣
ＳＩ 评分将危险分层进一步细化ꎬ包括了患者年龄、
性别、基础合并疾病、临床症状等诸多指标ꎬ在实际

临床工作中有时很难及时对 ＡＰＥ 患者的病情进行

快速评估ꎮ
随着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ꎬ尤其是近年来多排

探测器及双源 ＣＴ 的出现ꎬ其薄层扫描、薄层重建大

大提高了图像分辨率ꎬ采集信息量大ꎬ具有强大的图

像后处理功能ꎬ可以清晰显示主肺动脉及其 ５ ~ ６ 级

分支ꎬ并可从任意角度及方位观察肺动脉ꎬ直观地显

示全肺血管与栓子的空间结构关系ꎬ对肺栓塞的严

重程度的评价有了重大推进[１２]ꎮ Ｇｈａｙｅ 等提出ꎬ
ＭＳＣＴＰＡ 能取代超声心动图评价右心室功能不全的

“金标准”地位ꎬ因为它在高效诊断 ＡＰＥ 的同时能够

通过计算 ＣＴＩ 和心血管结构的测量ꎬ可以量化分析

肺栓塞程度及右心功能ꎬ做出定量诊断[１３]ꎮ 目前ꎬ
通常使用的 ＣＴＩ 有 Ｍａｓｔｏｒａ 栓塞指数[１４] 和 Ｑａｎａｄｌｉ
栓塞指数[５]ꎬ其中 Ｑａｎａｄｌｉ 栓塞指数评价方法因其

简便易行而得到临床较多应用ꎮ ２００９ 年ꎬ有学

者[１５]对 ８５ 例疑诊 ＰＥ 的患者行 ＣＴＰＡ 检查ꎬ其中 ５３
例确诊 ＰＥ 的患者根据血流动力学状况分为血流动

力学不稳定组( ｎ ＝ ２０)和血流动力学稳定组( ｎ ＝
３３)ꎬ两组 ＣＴＩ 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行 ＲＯＣ 分析

后得出ꎬＣＴＩ 诊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阈值为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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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为 ９５％ ꎬ特异性为 ７６％ )ꎮ ２０１０ 年ꎬ部分研

究者[１６]将 ７３ 例急性肺栓塞患者根据临床指标分为

危重组和非危重组ꎬ发现 ＣＴＩ 在危重组显著高于非

危重组(ｍｅｄｉａｎ ４３％ ｖｓ ２０％ )ꎬ且与右心功能不全

有相关性ꎮ ２０１２ 年ꎬ有研究者[１７] 在比较急性肺栓

塞患者中死亡组与生存组时发现ꎬＣＴＩ 升高是急性

肺栓塞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ꎬ当 ＣＴＩ < ４０％ 其死亡

阴性预测值达到 １００％ ꎮ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 ＣＴＩ 值
与 ＡＰＥ 患者危险分层之间相关性方面的研究ꎮ

ＣＴＩ 值计算方法简便ꎬ对设备要求低ꎬ不需要专

用软件也可准确进行评分ꎬ可以在临床上广泛采用ꎮ
本研究通过比较 ７２ 例经 ＣＴＰＡ 确诊 ＡＰＥ 患者 ＣＴＩ
值与危险分层ꎬ发现 ＣＴＩ 值在低、中、高危险分层中

存在显著差异ꎬ且与危险分层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

性( ｒ ＝ ０ ８８１ꎬＰ ＝ ０ ０００１)ꎻ肺动脉栓塞指数预测高

危组敏感性是 ６６ ７％ ꎬ特异性是 ９０ ５％ ꎮ 研究结果

同时表明中危组患者 ＣＴＩ 值为(５２ ８７ ± １０ ５７)％ ꎬ
与国外学者研究报道的截断值较为一致ꎮ 对于

ＡＰＥ 患者ꎬＣＴＩ 值越高ꎬ危险分层越趋于高危ꎬ而危

险分层又与患者早期病亡率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ＣＴＩ
值对于 ＡＰＥ 患者临床病情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ꎮ 本研究中ꎬ高危组仅 ９ 例患者ꎬ且总体样本量偏

少ꎬ下一步仍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ꎬ同时研究 ＣＴＩ 值
指导 ＡＰＥ 患者溶栓治疗的可行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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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电子支气管镜诊断肺癌临床研究

王 永　 张晓梅　 刘 勇

　 　 [摘要] 　 目的:探讨电子支气管镜在肺癌诊断中的作用ꎮ 方法:对经电子支气管镜确诊的 ２２８ 例肺

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ꎮ 结果:①电子支气管镜镜下病变右肺多于左肺ꎬ上肺多于下肺ꎮ ②青年组

(≤４０ 岁)以腺癌最多见ꎬ鳞癌次之ꎬ中年组(４１ ~ ６０ 岁)及老年组( > ６０ 岁)以鳞癌较多ꎬ其次腺癌ꎬ青
年组与老年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③男性患者以鳞癌较多ꎬ腺癌次之ꎬ女性患者以腺

癌最多ꎬ鳞癌次之ꎬ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ꎮ ④镜下表现为直接征象共 １０５ 例ꎬ间接征象

１１０ 例ꎬ正常 １３ 例ꎬ直接征象组与间接征象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ꎬ直接征象组与正常组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ꎮ ⑤钳检的阳性率为 ７４ ２％ ꎬ刷检阳性率为 ４９ １％ ꎬ灌洗阳性率为

５３ ９％ ꎬ钳检阳性率最高ꎬ钳检与刷检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ꎬ钳检与灌洗对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１)ꎮ 结论: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具有操作简单、确诊率高ꎬ创伤小ꎬ安全性高及并发症少ꎬ
患者易接受ꎬ实用性高等优点ꎮ 在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时ꎬ钳检、刷检及灌洗的先后顺序应根据病变的生

长类型和解剖部位综合考虑ꎬ以提高诊断率ꎮ
[关键词] 　 电子支气管镜ꎻ肺癌ꎻ诊断ꎻ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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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ｅ ２２８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Ｒｅ￣
ｓｕｌｔｓ:①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ｌｕｎｇ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ｌｕｎｇꎬ ｔｈｅ ｌｕ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ｕｎｇ. ②ｙｏｕｎｇ ｇｒｏｕｐ (≤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ꎬ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 (４１ ｔｏ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ｇｒｏｕｐ ( >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ｍｏｒｅꎬ ｆｏｌ￣
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 ｙｏｕ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 < ０ ０５). ③ｍｏｒｅ 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ｍｏｓ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ꎬ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 < ０ ０１). ④ｅｎｄｏ￣
ｓｃｏｐｉｃ 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０５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ꎬ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ｉｇｎｓ ｏｆ １１０ ｃａｓｅｓꎬ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ｎ １３ ｃａｓｅｓꎬ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 ０１)ꎬ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 < ０ ０１). ⑤ｃｌａｍｐ ｅｘａ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７４ ２％ ꎬ ｂｒｕｓｈ ｂｉｏｐｓ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４９ １％ ꎬ ５３ 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ａｖａｇｅꎬ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ｃｌａｍｐ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ｕｓｈ ｂｉｏｐｓｙ ｆｏｒｃｅｐ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 ０１)ꎬ ｃｌａｍｐ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ａｖａｇ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 < ０ 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Ｅ￣
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ｅꎬ ｈｉｇ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ꎬ ｌｅｓｓ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ꎬ ｓａｆｅꎬ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ｍｐꎬ
ｂｒｕｓｈ ｂｉｏｐｓｙ ａｎｄ ｌａｖ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 ｓｉｔｅ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ｅꎻ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ꎻ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ꎻ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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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ꎬ由于空气污染和

吸烟问题的日益严重ꎬ使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

迅速上升ꎬ发生率随年龄而递增ꎬ死于癌病的患者中

肺癌已居首位ꎬ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健康和生

命[１]ꎬ对社会及家庭危害极大ꎮ 早期发现、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是提高患者生存率、延长生存期、降低

病死率的关键ꎬ目前电子支气管镜(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ｂｒｏｎ￣
ｃｈｏｓｃｏｐｅ)已广泛应用于临床ꎬ它是支气管肺癌诊断

和分期的重要方法之一ꎮ 我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以来

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共确诊肺癌 ２２８ 例ꎬ现对其进行

回顾性研究ꎬ并分析报告如下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本组 ２２８ 例患者中ꎬ男性 １５４ 例ꎬ
女性 ７４ 例ꎬ年龄 ２９ ~ ７７ 岁ꎬ平均(５７ ８ ± １３ ４)岁ꎮ
吸烟者 １６１ 例ꎬ占 ７０ ６％ ꎬ吸烟指数(３ ~ ４７)包年ꎬ
平均(２５ １ ± １３ １)包 /年ꎮ 主要症状体征:咳嗽 １６８
例ꎬ占 ７３ ７％ ꎬ血痰或咯血 ７１ 例ꎬ占 ３１ １％ ꎬ胸痛 ３６
例ꎬ占 １５ ８％ ꎬ胸闷、气急 ７５ 例ꎬ占 ３２ ９％ ꎬ发热 ４６
例ꎬ占 ２０ ２％ ꎬ关节痛 １２ 例ꎬ占 ５ ３％ ꎬ声音嘶哑 ９
例ꎬ占 ３ ９％ ꎮ 影 像 学 检 查: 肿 块 影 １０１ 例ꎬ 占

４４ ３％ ꎬ阻塞性肺炎 ５５ 例ꎬ占 ２４ １％ ꎬ肺不张 ３８ 例ꎬ
占 ３８％ ꎬ胸腔积液 ２２ 例ꎬ占 ２２％ ꎬ肺门影增大 １２
例ꎬ占 １２％ ꎮ

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所有入选患者

均行电子支气管镜检查ꎬ并至少符合以下 ３ 项中的

１ 项:①肺活检组织中找到癌细胞ꎻ②刷片中找到癌

细胞ꎻ③灌洗液中找到癌细胞ꎮ 排除标准:①有电子

支气管镜检查禁忌症ꎻ②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排除肺

癌或未能确诊者ꎮ
３. 术前器械及药品准备　 主要设备:日本 Ｐｅｎ￣

ｔａｘ ＥＰＳ ３５００ 型电子支气管镜系统ꎻ辅助设备:
ＰＨＩＬＩＰＳ 金科威多参数心电监护仪(可同时监测体

温、脉搏、呼吸频率、血压、心电及血氧饱和度)、吸
引设备、氧气ꎻ药品:利多卡因注射液、３７℃０ ９％ 氯

化钠液、阿托品注射液、肾上腺素注射液、外涂消毒

石蜡油及其他抢救药品ꎮ
４. 术前检查　 术前检测心功能、肺功能、血小板

计数、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乙肝表面

抗原及胸部 ＣＴꎮ
５. 检查方法　 治疗前 １０ ~ ２０ 分钟开始进行血

压、血氧饱和度监测ꎬ鼻导管吸氧ꎬ用 ２％ 利多卡因

充分局部麻醉ꎬ采用仰卧位ꎬ操作者站在患者的头

部ꎬ在电子支气管镜上涂上消毒石蜡油ꎬ左手持镜右

手将镜送人鼻腔ꎬ分别轻柔地进入气管、主支气管、
叶支气管ꎬ根据胸部 ＣＴ 检查结果提示的病变部位ꎬ
先观察健侧各叶、段支气管情况ꎬ再进入患侧的叶、
段支气管ꎬ对镜下病变部位进行活检ꎬ钳取 ４ ~ ６ 块

组织ꎬ活检结束后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ꎬ收集灌洗液

待查ꎬ最后用毛刷进行刷片检查ꎮ 对于镜下未见异

常者根据胸部 ＣＴ 在病变部位行依次进行盲式肺活

检、灌洗及刷片检查ꎬ将取得的标本送组织病理学和

细胞学检查ꎮ 活检出血者予以 １％肾上腺素注射液

１ ｍｇ 喷注出血部位ꎬ操作过程中要严密观察患者血

氧饱和度变化ꎬ当血氧饱和度低于 ９０％ 时ꎬ应退出

电子支气管镜暂停操作ꎬ待血氧饱和度升高到 ９５％
以上后再继续进行ꎮ

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统计分析处理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

示ꎮ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采用 Ｒ × Ｃ 表 χ２ 检

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病变部位 　 ２２８ 例患者中ꎬ电子支气管镜镜

下病变发生于右肺者 １２２ 例ꎬ左肺 ９３ 例ꎮ 发生于右

上叶 ６８ 例ꎬ占 ２９ ８％ ꎬ右中叶 １４ 例ꎬ占 ６ １％ ꎬ右下

叶 ３６ 例ꎬ占 １５ ８％ ꎬ右主支气管 ４ 例ꎬ占 １ ８％ ꎬ左
上叶 ５４ 例ꎬ占 ２３ ７％ ꎬ左舌叶 ９ 例ꎬ占 ３ ９％ ꎬ左下

叶 ２８ 例ꎬ占 １２ ３％ ꎬ左主支气管 ２ 例ꎬ占 ０ ９％ ꎬ支
气管镜下未见异常者 １３ 例ꎬ占 ５ ７％ ꎮ

２. 年龄与病理类型　 青年组(≤４０ 岁)以腺癌

最多见ꎬ鳞癌次之ꎬ中年组(４１ ~ ６０ 岁)及老年组( >
６０ 岁)以鳞癌较多ꎬ其次腺癌ꎬ青年组与中年组对比

(χ２ ＝ ６ ０１４ꎬＰ ＝ ０ １９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青年组

与老年组对比( χ２ ＝ １０ １０７ꎬＰ ＝ ０ ０３９)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ꎬ中年组与老年组对比 ( χ２ ＝ ２ ８７８ꎬ Ｐ ＝
０ ５７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结果见表 １ꎮ

３. 性别与病理类型　 男性患者以鳞癌较多ꎬ腺
癌次之ꎬ女性患者以腺癌最多ꎬ鳞癌次之ꎬ两组对比

(χ２ ＝ ２０ １１７ꎬＰ ＝ ０ 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结果

见表 ２ꎮ
４. 镜下表现与病理类型　 直接征象组与间接征

象组对比( χ２ ＝ ３１ ６７６ꎬＰ ＝ ０ 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ꎬ直接征象组与正常组对比( χ２ ＝ １８ ２３１ꎬＰ ＝
０ 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间接征象组与正常组对

比(χ２ ＝ ４ ３３１ꎬＰ ＝ ０ ３６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结果

见表 ３ 及图 １ ~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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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年龄组患者病理类型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鳞癌 腺癌 大细胞癌 小细胞癌 其它类型

青年组 ２６ ８(３０ ８) １３(５０ ０) １(３ ８) ４(１５ ４) ０
中年组 ８８ ４６(５２ ３) ２６(２９ ５) ５(５ ７) ９(１０ ２) ２(２ ３)
老年组 １１４ ７１(６２ ３) ３０(２６ ３) ３(２ ６) ８(７ ０) ２(１ ８)

表 ２　 不同性别患者病理类型比较[ｎ(％ )]

性别 例数 鳞癌 腺癌 大细胞癌 小细胞癌 其它类型

男性 １５４ ９７(６３ ０) ３２(２０ ８) ６(３ ９) １６(１０ ４) ３(１ ９)
女性 ７４ ２８(３７ ８) ３７(５０ ０) ３(４ １) ５(６ ８) １(１ ４)

图 １　 左上肺肿块影ꎻ　 图 ２　 右下肺外基底段阻塞ꎻ　 图 ３　 左上肺尖后段狭窄ꎻ　 图 ４　 右上肺外压狭窄ꎻ　 图 ５　 支气管嵴增

宽ꎻ　 图 ６　 右中叶血性分泌物

表 ３　 不同镜下表现患者病理类型比较[ｎ(％ )]
镜下表现 例数 鳞癌 腺癌 大细胞癌 小细胞癌 其它类型

直接征象

　 肿块 ７３ ６５(８９ ０) ３(４ １) ２(２ ７) ３(４ １) ０
　 浸润 ３２ １４(４３ ８) １１(３４ ４) １(３ １) ５(１５ ６) １(３ １)
　 小计 １０５ ７９(７５ ２) １４(１３ ３) ３(２ ９) ８(７ ６) １(１ ０)
间接征象

　 阻塞 １６ １２(７５ ０) １(６ ３) １(６ ３) ２(１２ ５) ０
　 狭窄 １９ ６(３１ ６) ５(２６ ３) ２(１０ ５) ５(２６ ３) １(５ ３)
　 外压 ６ １(１６ ７) ５(８３ ３) ０ ０ ０
　 嵴部增宽 ５ ３(６０ ０) ２(４０ ０) ０ ０ ０
　 血性分泌物 ６４ ２１(３２ ８) ３４(５３ １) ３(４ ７) ５(７ ８) １(１ ６)
　 小计 １１０ ４３(３９ １) ４７(４２ ７) ６(５ ５) １２(１０ ９) ２(１ ８)
正常 １３ ３(２３ １) ８(６１ ５) ０ １(７ ７) １(７ ７)

５. 镜下刷检、灌洗及钳检阳性率比较　 钳检的

阳性率为 ７４ ２％ ꎬ刷检阳性率为 ４９ １％ ꎬ灌洗阳性

率为 ５３ ９％ ꎬ钳检阳性率最高ꎬ钳检与刷检对比( χ２

＝ ２９ ８１７ꎬＰ ＝ ０ 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钳检与灌

洗对比( χ２ ＝ １９ １０６ꎬＰ ＝ ０ 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ꎬ灌洗与刷检对比( χ２ ＝ １ ０６２ꎬＰ ＝ ０ ３０３)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ꎬ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不同检查方法阳性率比较[ｎ(％ )]

检查方法 例数 阳性 阴性

钳检 ２２１ １６４(７４ ２) ５７(２５ ８)
刷检 ２２８ １１２(４９ １) １１６(５０ ９)
灌洗 ２２８ １２３(５３ ９) １０５(４６ １)

讨　 论

我国近年来肺癌发病率明显升高ꎬ在癌症死亡

中肺癌已是男性的第一死亡原因ꎬ是女性的第三死

亡原因ꎬ但女性肺癌总数及发病率的增高幅度均高

于男性[２]ꎮ 支气管镜检查对肺部疾病尤其是肺癌

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ꎬ是肺癌确诊的最重要手段之

一[３]ꎮ 肺癌右肺多于左肺ꎬ上肺多于下肺ꎬ本组病

例中ꎬ镜下病变发生于右肺 １２２ 例ꎬ占 ５３ ５％ (１２２ /
２２８)ꎬ左肺 ９３ 例ꎬ占 ４０ ８％ (９３ / ２２８)ꎮ 发生在双

上肺 １２２ 例ꎬ占 ５３ ５％ (１２２ / ２２８)ꎬ双下肺 ６４ 例ꎬ占
２８ １％ (６４ / ２２８)ꎮ

１. 年龄　 临床上肺癌多见于中老年男性ꎬ尤其

有长期吸烟史者为常见ꎬ随着年龄增加ꎬ肺癌患者所

占比例逐渐增加ꎬ本组 ２２８ 例患者中青年组 ２６ 例ꎬ
占 １１ ４％ ꎬ中年组 ８８ 例ꎬ占 ３８ ６％ ꎬ老年组 １１４ 例ꎬ
占 ５０ ０％ ꎬ青年组以腺癌最多见ꎬ鳞癌次之ꎬ中年组

及老年组以鳞癌较多ꎬ其次为腺癌、小细胞癌ꎮ 鳞癌

好发于主支气管、叶支气管及段支气管等靠近肺门

的段以上大支气管ꎬ并有向管腔内生长的倾向ꎮ 中

老年组抽烟率较高ꎬ抽烟量较大导致鳞癌较多ꎮ
２. 性别　 男性肺癌发病率高于女性ꎬ男性鳞癌

较多ꎬ女性好发腺癌ꎮ 吸烟与肺癌的发生存在明显

的剂量一反应关系ꎬ这在鳞癌表现最为明显ꎬ男性组

抽烟率较高ꎬ抽烟量较大导致鳞癌较多ꎮ 女性患者

以腺癌为主ꎬ可能与被动吸烟、室内空气污染、烹调

油烟污染、营养状况、内分泌失调及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ＥＧＦＲ)基因突变有关ꎬ有文献报道 ＥＧＦＲ 突变

在女性患者、非吸烟者及东亚人中较为常见[４￣５]ꎮ

４５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 ３４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６



３. 镜下表现 　 电子支气管镜下肺癌的表现各

异ꎬ有直接征象ꎬ间接征象及正常三种ꎬ直接征象有

肿块ꎬ浸润等表现ꎬ间接征象有阻塞ꎬ狭窄ꎬ外压ꎬ嵴
部增宽ꎬ血性分泌物等表现ꎮ 镜下病灶的表现不同

与不同病理类型肺癌的生长方式不同相关ꎬ鳞癌大

多数表现为肿块型ꎬ呈肉芽状、菜花状或结节状ꎬ肿
块与周围分界较清楚ꎮ 本组中鳞癌 １２５ 例ꎬ 占

５４ ８％ ꎬ鳞 癌 中 镜 下 表 现 为 肿 块 者 ６５ 例ꎬ 占

５２ ０％ ꎮ 腺癌以血性分泌物 (４９ ３％ ꎬ３４ / ６９)最多ꎬ
还有 １１ ６％ (８ / ６９)镜下未见异常征象ꎮ 小细胞癌

多在黏膜下沿气管长轴生长ꎬ镜下多见管腔黏膜粗

糙不平ꎬ呈颗粒状突起ꎬ充血、水肿明显ꎬ软骨环不

清ꎬ黏膜皱襞消失ꎬ与正常组织分界不清ꎬ表现为浸

润、管腔狭窄及血性分泌物ꎬ本组三种类型均为 ５
例ꎬ占 ２３ ８％ (５ / ２１)ꎮ

４. 钳检、刷检及灌洗　 研究表明[６] 钳夹活检阳

性率可达 ５５％ ~ ８５％ ꎬ刷检为 ６２％ ~ ７８％ ꎬ灌洗液

为 ３５％ ~ ５２％ ꎮ 本 组 各 为 ７４ ２％ ( １６４ / ２２１ )ꎬ
４９ １％ (１１２ / ２２８)及 ５３ ９％ (１２３ / ２２８)ꎮ 对于黏膜

下肿物、伴大量坏死的肿物及周边型肺癌其诊断阳

性率要低一些ꎮ 位于支气管侧壁的浸润型肿物由于

取材难ꎬ诊断的阳性率也会受影响[７]ꎮ 镜下表现为

肿块应先做钳检 ４ ~ ６ 块ꎬ再做刷检及灌洗ꎮ 影响钳

检阳性率的因素如下:①病变周围有充血、水肿、炎
症ꎬ表面覆盖坏死组织ꎬ活检时钳检的深度不够ꎬ钳
取组织为坏死组织ꎬ而误诊为炎症ꎻ②癌组织质脆ꎬ
易出血ꎬ常致镜头模糊、病变被出血遮盖ꎬ致使不能

准确钳取癌组织ꎻ③小细胞癌细胞密集ꎬ缺少支持结

缔组织ꎬ癌组织较脆ꎬ易受挤压ꎬ以至不易辨认ꎻ④浸

润型不易固定活检部位ꎬ钳检时准确定位相对困难ꎬ
故阳性率较肿块型为低ꎮ Ｐｏｓｔｍｕｓ 认为ꎬ为了减少肿

瘤组织表面覆盖的正常黏膜和组织坏死碎片对钳检

结果的影响ꎬ可加大加深对组织的钳检ꎬ但同时也增

多了出血、气管损伤的风险[８]ꎮ 镜下表现为浸润可

先做刷检ꎬ然后再做钳检及灌洗ꎮ 灌洗对超出支气

管可视范围的周边型肺癌具有诊断价值[９]ꎮ 镜下

表现对肺泡灌洗有一定影响ꎬ浸润性病灶较结节样

病灶阳性率高[１０]ꎮ 对于在电子支气管镜下表现不

典型或正常的病例ꎬ同时做钳检刷检及灌洗检查ꎬ对
提高诊断率仍有一定的帮助[１１]ꎮ 周围型肺癌病灶

远离大气道ꎬ当近端气道未受累ꎬ刷检、钳检常难于

获得阳性结果ꎬ灌洗可以灌注到更远端的细支气管、

肺泡ꎬ能大面积冲洗和收集肿瘤的脱落细胞ꎬ其阳性

率显著高于活检及刷检ꎮ 在本组病例中ꎬ灌洗也取

得了较高的阳性率(５３ ９％ ꎬ１２３ / ２２８)ꎮ
综上所述ꎬ电子支气管镜检查具有操作简单、确

诊率高ꎬ创伤小ꎬ安全性高及并发症少ꎬ患者易接受ꎬ
实用性高等优点ꎬ在电子支气管镜检查时ꎬ钳检、刷
检及灌洗的先后顺序应根据病变的生长类型和解剖

部位综合考虑ꎬ以提高诊断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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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ｌｙ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ｕｎｇ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ｒｏｕｔｉｎ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Ｊꎬ２００９ꎬ３９:８０６￣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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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儿童特发性肺动脉高压预后相关因素的分析

朱 燕　 张 陈　 张 丹　 赵万桂　 肖燕燕　 顾 虹

　 　 〔摘要〕 　 目的:通过临床资料分析及随访ꎬ评价与儿童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ＩＰＡＨ)预后相关的影响

因素ꎮ 方法:入选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入住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确诊为 ＩＰＡＨ 的患儿

(年龄 < １８ 岁)ꎬ收集常规实验室检查、心脏超声检查及心导管检查等指标ꎬ并进行随访ꎮ 对临床资料进

行生存分析ꎬ按患儿生存情况分组ꎬ对相关指标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ꎬ评价各种因素与儿童 ＩＰＡＨ
预后的相关性ꎮ 结果:确诊 ＩＰＡＨ 患儿 ３８ 例ꎬ其中男性 ２５ 例(６５. ８％ )ꎬ年龄 ０. ８ ~ １８. ３ 岁ꎬ平均年龄

(７ ３ ± ４ ２)岁ꎬ平均确诊时间 １６ ８ 个月ꎮ 所有患儿均有呼吸困难和乏力症状ꎬ另外晕厥、咯血及水肿的

发生率分别为 ４２ １％ 、１０ ５％及 １５ ８％ ꎮ ４７ ４％患儿在确诊时 ＮＹＨＡ 心功能为Ⅲ ~ ＩＶ 级ꎮ ７８ ９％患儿

接受 ＰＡＨ 靶向药物治疗ꎬ其余 ６ 例(２１ １％ )接受钙通道阻滞剂治疗ꎮ 平均随访时间 ３４ ２ 个月ꎬ２ 例患

儿失访ꎬ平均存活时间为确诊后 ２０ ５ 个月ꎬ１、２ 及 ３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９１％ 、８２％及 ６８％ ꎮ 随访过程中 １１
例患儿死亡[平均死亡年龄(７ ３ ± ３ ９)岁]ꎬ右心衰竭、肺动脉高压危象及咯血导致窒息是主要死因ꎮ
与预后可能相关的指标单因素 Ｃｏｘ 分析显示: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ＲＲ ＝ ４ ９８１ꎬＰ ＝ ０ ０２５)、超声心动图

估测肺动脉收缩压(Ｐ ＝ ０ ００７ꎬＲＲ ＝ １ ０３９)、红细胞分布宽度( ｒ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ｄｔｈꎬ ＲＤＷ)(ＲＲ ＝
１ ２８７ꎬＰ ＝ ０ ０１４)、直接胆红素(ＲＲ ＝ Ｐ ＝ ０ ０２１ꎬ１ ４０４)、全肺阻力(ＲＲ ＝ １ ０４８ꎬＰ ＝ ０ ０３２)和肺小动脉

阻力指数(ＲＲ ＝ １ ０７２ꎬＰ ＝ ０ ０３７)ꎻ进一步多因素 Ｃｏｘ 回归分析显示: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ＲＲ ＝ １０ ９４ꎬ
Ｐ ＝ ０ ０１９)、超声心动图估测肺动脉收缩压(ＲＲ ＝ １ ０３３ꎬＰ ＝ ０ ０３６)、肺小动脉阻力指数(ＲＲ ＝ １ ２０２ꎬ
Ｐ ＝ ０ ０２２)及 ＲＤＷ(ＲＲ ＝ １ ４３９ꎬＰ ＝ ０ ００７)是与预后相关的影响因素ꎮ 结论:儿童 ＩＰＡＨ 临床表现多样、
预后不良ꎬ进展性右心功能衰竭是儿童 ＩＰＡＨ 最重要的死亡原因ꎮ 心导管检查是评价病情和预后、指导

诊治的重要检查手段ꎮ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肺小动脉阻力指数、超声心动图估测肺动脉收缩压、红细胞

分布宽度是儿童 ＩＰＡＨ 预后相关的影响因素ꎮ
〔关键词〕 　 儿童ꎻ特发性肺动脉高压ꎻ生存ꎻ预后ꎻ右心衰竭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６￣４５６￣０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ＺＨＵ Ｙａ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ｎꎬ ＺＨＡＯ Ｗａｎｇｕｉꎬ ＸＩＡＯ Ｙａｎｙａｎꎬ ＧＵ Ｈ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ꎬ 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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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ＩＰＡＨ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ｓｔｓꎬ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ｕｒｖｅ ｗａｓ ｄｒａｗ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ｒ￣
ｒａｎｇ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３８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ＩＰＡＨ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ｗａｓ (７. ３ ± ４. ２)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０. ８ － １８. ３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ｉｍｅ ｆｒｏｍ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ｔｏ 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 ｗａｓ １６. ８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ｙｎｃｏｐｅꎬ 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ｄｅｍａ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ｗｅｒｅ ４２. １％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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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５％ ꎬ １５. 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４７. 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ｗｉｔｈ ＮＹＨＡ ＦＣ ＩＩＩ ~ ＩＶ. ７８. 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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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３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３４. ２ ｍｏｎｔｈｓꎬ １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ｉ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ꎬ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
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２０. ５ ± １３. ８)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ａｔ ｌꎬ ２ａｎｄ ３ ｙｅａｒｓ ｗｅｒｅ ９１％ ꎬ ８２％ ａｎｄ ６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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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ｓ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ＮＹＨ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ꎬ ｒ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ｄｔｈꎬ ＳＰＡＰ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ＩＰＡ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ꎻ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ꎻ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ꎻ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ꎬ ｒｉｇｈｔ ｈｅａｒｔ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
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ＩＰＡＨ )是指没有明确原发病和家族

史ꎬ以肺动脉压力、肺血管阻力进行性升高为特点的

肺血管疾病ꎬ最终引起右心功能衰竭[１] 甚至死亡ꎮ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状态ꎬ肺血管生理和病理改变均

具有特殊性ꎬ因此其发病机制、临床过程、预后均与

成人患者有所不同ꎮ 目前国内尚鲜有针对儿童

ＩＰＡＨ 的临床过程和预后因素进行的研究ꎮ 本文总

结了 ３８ 例儿童 ＩＰＡＨ 患者的临床资料和随访结果ꎬ
分析相关指标在判断儿童 ＩＰＡＨ 预后中的作用ꎬ探
索与预后相关的影响因素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入住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并确诊为

ＩＰＡＨ、年龄 < １８ 岁的患者 ３８ 例ꎮ 所有患儿均符合

２０１３ 年美国专家共识的 ＰＡＨ 诊断标准[２]:静息状

态下 右 心 导 管 检 查 平 均 肺 动 脉 压 ( ｍＰＡＰ) >
２５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肺毛细血管楔压

(ＰＣＷＰ)≤１５ｍｍＨｇꎬ肺血管阻力(ＰＶＲ) > ３ Ｗｏｏｄ
Ｕꎻ同时排除其他继发因素导致的 ＰＡＨꎮ

本研究通过北京安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ꎬ在入选病例阶段严格遵循患者自愿和知情同意

原则ꎬ患儿监护人均于入组前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２ . 收集临床资料　 除人口学资料外ꎬ另对所有

入组患儿行体格检查(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及经皮血

氧饱和度)、超声心动图、胸部 Ｘ 线片、６ 分钟步行试

验(６ＭＷＴ)(７ 岁以上可配合患儿)及实验室检查ꎬ

收集并录入相应指标ꎮ
３. 心导管检查检测血流动力学指标 　 对所有

患儿进行规范的左、右心导管检查ꎬ最终确诊 ＩＰＡＨꎬ
同时测定其主动脉压(ＳＡＰ)、肺动脉压(ＰＡＰ)ꎬ各心

腔及大血管血氧饱和度等ꎬ通过 Ｆｉｃｋ′ｓ 法计算肺、
体循环血流量(ＱｐꎬＱｓ)、肺循环、体循环阻力(Ｒｐ、
Ｒｓ)、全肺阻力(ＴＰＲ)及肺小动脉阻力指数(ＰＶＲＩ)
等血流动力学参数ꎮ

４. 随访及分组　 采用电话、信件及门诊随访的

形式ꎬ记录终点事件ꎬ随访终点为全因死亡或接受肺

移植术及其日期、原因ꎬ随访日期截止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ꎮ 并根据终点事件发生与否ꎬ将所有入组患儿分

为存活组和死亡组ꎮ
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ꎮ 计量资料中符合正态分布者用平均数 ±标准

差表示ꎬ采用 ｔ 检验ꎻ偏态分布者用中位数(四分位

数间距)表示ꎬ采用秩和检验ꎻ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

示ꎮ 各相关危险因素指标和患儿生存时间的关系分

析采用单因素、多因素相关回归分析方法(ＣＯＸ 回

归分析)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３８ 例 ＩＰＡＨ 患儿年龄 ０ ８ ~ １８ ３ 岁ꎬ平均年

龄(７ ３ ± ４ ２)岁ꎬ男性 ２５ 例(６５ ８％ )ꎮ 所有患儿

均出现活动量下降ꎬ剧烈活动后呼吸困难、乏力ꎬ１６
例 ( ４２ １％ ) 发 生 晕 厥 或 接 近 晕 厥ꎬ 其 中 ８ 例

(２１ １％ )晕厥 ２ 次以上ꎬ４ 例(１０ ５％ )发生咯血和 /
或鼻衄ꎬ ６ 例 ( １５ ８％ ) 有发 绀 症 状ꎬ 另 有 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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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８％ )具有至少 １ 次的浮肿病史ꎬ出现自觉症状

到最终确诊的时间为 １６ ８(０ ３ ~ ７３ ３)个月ꎮ
入选患儿中ꎬ 接 受 靶 向 药 物 治 疗 的 ３０ 例

(７８ ９％ ꎬ单一治疗 １７ 例ꎬ两种或以上联合治疗 １３
例)ꎬ使用钙通道阻滞剂 (ＣＣＢｓ) 治疗的 ６ 例ꎮ 入组

患儿人口学资料及实验室检查、超声心动图检查等

结果见表 １ꎮ
２ ６ 例患儿因心导管术中发生肺动脉高压危象

(ＰＨＣ)而中止检查ꎬ另 ３２ 例患儿均完成了基础心导

管检查及吸入 １００％ 纯氧、再吸入 ＰＧＩ２的急性肺血

管反应试验ꎬ吸入纯氧和 ＰＧＩ２后 ｍＰＡＰ、ＰＶＲＩ 均有

明显下降(均 Ｐ < ０ ００１)ꎬ而 ＳＡＰ、ＳＶＲ 均无明显下

降ꎮ 根据 Ｓｉｔｂｏｎ 标准[３]ꎬ入组患儿吸氧试验阳性率

为 ７ ４％ ꎬ吸入 ＰＧＩ２试验阳性率为 ３０％ ꎮ

表 １　 ＩＰＡＨ 患儿一般临床资料[ｘ ± ｓꎬｎ(％ )ꎬＭ(ＱＲ)]
　 　 项目 数值

体质量 / ｋｇ ２０ (１５. ２ ~ ３０. ６)
体表面积 / ｍ２ ０. ８１ (０. ６９ ~ １. ０６)
经皮血氧饱和度 / ％ ９７. ５ (９５. ４ ~ ９９)
６ 分钟步行距离 / ｍ ４８３. ５ ± ８５. ４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Ｉ ~ ＩＩ / ＩＩＩ ~ ＩＶ] ２０(５２. ６) / １８(４７. ４)
卵圆孔未闭 / 小房缺 ８(２１. １)
三尖瓣反流速率 / (ｃｍ / ｓ) ４５０. ５ (４１３. ８ ~ ４８０. ５)
ＵＣＧ 估测肺动脉收缩压 / ｍｍＨｇ ８８. ８ ± ２２. ９
左心室 ＥＦ 值 / ％ ７３. ７ ± ８. ５
左心室舒末径 / ｍｍ ３１. ４ ± ６. １
Ｘ 线心胸比 ０. ５６ ± ０. ０７
血红蛋白 / (ｇ / Ｌ) １３９. １ ± １１. ３　
红细胞计数 / (Ｔ / Ｌ) ４. ９０ ± ０. ４３
红细胞分布宽度 / ％ １３. ４ (１２. ９ ~ １４. １)
尿酸 / (ｕｍｏｌ / Ｌ) ３３７. ７ (２７３. ２ ~ ４４１. １)
总胆红素 / (ｕｍｏｌ / Ｌ) １２. ６ ± ４. ３
直胆红素 / (ｕｍｏｌ / Ｌ) ２. ９２ (２. ３８ ~ ３. ９０)
乳酸脱氢酶 / (Ｕ / Ｌ) ２９０. ３ ± ８０. ０
ＢＮＰ / (ｎｇ / Ｌ) ２５３. ９ (４９. １ ~ ９２０. ２)
ＳＰＡＰ / ｍｍＨｇ ９０. ７ ± ２３. ５
ｍＰＡＰ / ｍｍＨｇ ６７. １ ± １８. ６
ＴＰＲ / (ＷｏｏｄＵ) ２７. ０ ± １３. ２
ＰＶＲＩ / (ＷｏｏｄＵｍ２) １９. ０ ± ７. ８
ＣＩ(Ｌ / ｍｉｎ / ｍ２) ３. ３ ± ０. ９

注:ＮＹＨＡ:纽约心功能分级ꎻＢＮＰ:Ｂ 型钠酸肽ꎻＳＰＡＰ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肺动脉收缩压ꎻＣＩ:心指数

　 　 ３. 患儿平均随访时间(３４ ２ ± ２４ ９)个月ꎬ随访

患儿 ３６ 例(９４ ７％ )ꎬ失访 ２ 例ꎬ１１ 例(２８ ９％ )死

亡ꎬ原 因 有 感 染、 腹 泻 等 所 致 右 心 衰 竭 ７ 例

(６３ ６％ )ꎬ 以 致 死 性 晕 厥 为 表 现 的 ＰＨＣ ３ 例

(２７ ３％ )ꎬ大咯血导致窒息 １ 例(９ １％ )ꎬ平均死亡

时间为确诊后(２０ ５ ± １３ ８)个月ꎬ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法绘制 ＩＰＡＨ 患儿生存曲线见图 １ꎬ患儿 １、２ 及 ３ 年

生存率分别为 ９１％ 、８２％及 ６８％ ꎮ
４ 根据预后情况将所有患儿分为生存组与死

亡组ꎬ其基本情况及血流动力学指标见表 ２ꎬ用单因

素 Ｃｏｘ 分析各个临床及血流动力学指标示:患儿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ＲＲ ＝ ４ ９８１ꎬＰ ＝ ０ ０２５)、ＴＰＲ
(ＲＲ ＝ １ ０４８ꎬＰ ＝ ０ ０３２)、ＰＶＲＩ (ＲＲ ＝ １ ０７２ꎬＰ ＝
０ ０３７)、超声心动图估测 ＳＰＡＰ(ＲＲ ＝ １ ０３９ꎬＰ ＝
０ ００７)、红细胞分布宽度(ｒ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ｄｔｈꎬ
ＲＤＷ)(ＲＲ ＝ １ ２８７ꎬＰ ＝ ０ ０１４)和直胆红素(ＲＲ ＝
１ ４０４ꎬＰ ＝ ０ ０２１)可影响患儿生存时间ꎮ 将上述指

标进一步纳入多因素 Ｃｏｘ 分析显示ꎬ ＮＹＨＡ 心功能

分级(ＲＲ ＝ １０ ９４０ꎬＰ ＝ ０ ０１９)、超声心动图估测

ＳＰＡＰ(ＲＲ ＝ １ ０３３ꎬＰ ＝ ０ ０３６)、ＰＶＲＩ(ＲＲ ＝ １ ２０２ꎬ
Ｐ ＝ ０ ０２２)及 ＲＤＷ(ＲＲ ＝ ４ ９５３ꎬＰ ＝ ０ ０４９)有统计

学意义ꎮ

图 １　 入组 ＩＰＡＨ 患儿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曲线

讨　 论

ＩＰＡＨ 起病隐匿ꎬ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ꎬ儿童患

者症状变化较大ꎬ并且与年龄有关ꎬ早期容易漏诊和

误诊ꎮ 本研究中所有患儿均有活动量下降ꎬ其他症

状包括胸闷(１８. ４％ )、晕厥(４２. １％ )、咯血和 /或鼻

衄(１０. ５％ )、紫绀(１５. ８％ ) 及浮肿(１５. ８％ )ꎬ有
４７. ４％确诊时 ＮＹＨＡ 心功能已为 ＩＩＩ ~ ＩＶ 级ꎬ与先

前国内外报道相似[４]ꎮ 相对于成人ꎬ儿童患者的临

床表现有相似之处ꎬ同时也具备自身的特点:活动耐

量下降仍是最常见的症状ꎻ晕厥较成人更多见ꎬ心绞

痛者少见ꎬ可能与患儿不能准确描述典型心绞痛症

状有关ꎮ 另外ꎬ既往的报道[５] 及本研究均未发现雷

诺综合征发生于儿童患者ꎮ 本研究中患儿自觉症状

到最终确诊时间为 １６. ８ 个月ꎬ短于既往研究ꎬ考虑

其可能原因为:以超声心动图、心导管检查为主的诊

断技术的改进ꎻ对医师的强化培训致其业务水平和

重视程度提高ꎮ 尽管确诊时间较前改善ꎬ但确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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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病例随访结果[ｘ ± ｓꎬｎ(％ )ꎬＭ(ＱＲ)]
　 　 基础资料 死亡患儿(ｎ ＝ １１) 存活患儿(ｎ ＝ ２７)
性别[男 / 女] ８(７２. ７) / ３(２７. ３) １７(６３. ０) / １０(３７. ０)
发病年龄 / 岁 ３. ３(２. ４ ~ ９) ６. ４ ± ４. ４
确诊年龄 / 岁 ４. ３(３. ３ ~ ９. １) ８. ０ ± ４. ２
症状到确诊时间 / 月 ５. ５(１. ８ ~ １２. ２) １２. ６(５. ９ ~ ２６. ６)
体质量 / ｋｇ １７. ０(１４. ５ ~ ２２) ２６. ０ ± １２. ６
体表面积 / ｍ２ ０. ８０ ± ０. ３４ ０. ９８ ± ０. ３３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Ｉ ~ ＩＩ 级 / ＩＩＩ ~ ＩＶ 级] ４(３６. ４) / ７(６３. ６) １７(６３. ０) / １０(３７. ０)
合并咯血 ２(１８. ２) ２(７. ４)
合并晕厥 / 接近晕厥 ３(２７. ３) １２(４４. ４)
合并浮肿 ２(１８. ２) ４(１４. ８)
卵圆孔未闭 / 小房缺 ２(１８. ２) ６(２２. ２)
三尖瓣反流速率 / (ｃｍ / ｓ) ４５３(４２９. ０ ~ ５０１. ０) ４５０. ５(４１３. ８ ~ ４８０. ５)
估测肺动脉收缩压 / ｍｍＨｇ １００. ５ ± １６. ２ ８８. ８ ± ２２. ９
左心室 ＥＦ 值 / ％ ７３. ３ ± ６. ９ ７３. ７ ± ８. ５
左心室舒末径 / ｍｍ ２６. ９ ± ４. ４ ３１. ４ ± ６. １
主动脉根部内径 / ｍｍ １７. ６ ± ４. ２ １８. ０(１６. ０ ~ ２３. ０)
同一水平肺动脉内径 / ｍｍ ２１. ４ ± ６. ０ ２３. ８ ± ５. ２
心胸比 ０. ５７ ± ０. ０７ ０. ５６ ± ０. ０７
肺动脉收缩压 / ｍｍＨｇ ９０. ４ ± １５. ８ ９０. ８ ± ２６. １
肺动脉平均压 / ｍｍＨｇ ５９. ５(５５. ８ ~ ８６. ０) ６６. ８ ± １９. ９
ＣＩ / (Ｌ / ｍｉｎ / ｍ２) ３. ０ ± ０. ９ ３. ４ ± ０. ８６
ＴＰＲ / (ＷｏｏｄＵ) ３３. ７ ± １４. ３ ２４. ５ ± １２. １
ＰＶＲ / (ＷｏｏｄＵ) ２９. １ ± １２. ７ ２０. ７ ± １１. ６
ＰＶＲＩ / (ＷｏｏｄＵｍ２) ２１. ０ ± ７. ０ １８. ３ ± ８. １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为 ＩＩＩ ~ ＩＶ 级的患儿比例仍高

(４７. ４％ )ꎬ可见实现儿童 ＩＰＡＨ 的早期诊断至今依

然是个挑战ꎮ
心导管检查是确诊 ＩＰＡＨ 的金标准ꎬ也是指导

制定规范治疗方案的重要环节[６]ꎮ 研究表明在有

经验的临床中心进行的心导管检查有着较低的致病

率(１. １％ )和病死率(０. ０５５％ ) [７]ꎬ对于儿童 ＩＰＡＨꎬ
最重要的并发症是 ＰＨＣꎮ 本研究中共 ６ 例患儿

(１５. ８％ )在心导管检查过程中发生 ＰＨＣꎬ其中 ５ 例

经积极抢救处理后缓解ꎬ１ 例患儿对抢救药物反应

差ꎬＰＨＣ 持续状态不缓解ꎬ２ 日后死亡ꎮ 对此 ６ 例结

合我中心既往对 ＰＨＣ 患儿总结可得出ꎬ年龄小、全
身麻醉、有危象发作史、心功能差是发生 ＰＨＣ 的重

要危险因素ꎬ因此ꎬ严格的手术适应证、充分的术前

准备、科学的麻醉、熟练的操作是减少并发症的关

键[８]ꎮ 对于合并前述危险因素的患儿ꎬ可先以超声

心动图等无创性检查评价病情ꎬ待药物调整至心功

能状况符合后再实施心导管术ꎮ 通过心导管检查所

测得多项血流动力学指标被报道与儿童 ＩＰＡＨ 预后

相关ꎮ 其中ꎬＰＶＲＩ 是评价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

的重要参数ꎬ本研究也得出ꎬＰＶＲＩ 是跟 ＩＰＡＨ 预后

相关的影响因素ꎮ 急性肺血管反应试验是在心导管

检查术中ꎬ应用快速起效的肺血管扩张剂ꎬ检测血流

动力学变化ꎬ评价肺血管的反应性ꎮ 本研究采用

２００９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 ＰＡＨ 诊治指南推荐使用ꎬ
适用于无心内分流 ＩＰＡＨ 患者的 Ｓｉｔｂｏｎ 标准ꎬ并得

出吸入 ＰＧＩ２试验阳性率为 ３０％ ꎬ略高于既往报道成

人 ＩＰＡＨ 患者(６％ ~２７％ ) [９]ꎬ考虑和儿童肺血管床

反应性好ꎬ更易于发生肺血管扩张有关ꎮ 目前认为

急性肺血管反应试验的临床价值主要在于筛选适于

长期大剂量钙离子通道阻滞剂治疗的患者[３]ꎮ 本

研究中有 ６ 例患儿选择单一使用钙离子阻滞剂治

疗ꎬ前提均根据急性肺血管反应试验强阳性结果ꎮ
ＩＰＡＨ 患儿的治疗与成人相比存在自身的特点ꎮ

目前ꎬ国际上可应用于成人 ＩＰＡＨ 药物包括 ＣＣＢｓ、
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磷酸二酯酶￣５ 抑制剂以及前列

环素类似物[１０￣１５]ꎻ国内通过批准的药物包括 ＣＣＢｓ、
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及前列环素类似物[１６]ꎬ但均无儿

童适应证[１７]ꎮ 本研究中ꎬ大部分患儿(７８. ９％ )应用

了靶向药物治疗ꎬ其中 ３４. ２％患儿选用两种或以上

联合治疗ꎮ 治疗随访过程中ꎬ无一药物不良反应ꎮ
本研究中对患儿靶向治疗选择ꎬ仍主要借鉴了成人

的基本方案ꎬ对暂无儿童适应症的药物ꎬ均需在使用

前与患儿监护人交代可能存在的风险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ꎮ 对于 ＣＣＢｓ 治疗ꎬ应严格根据急性肺血管反

应试验结果ꎬ只有试验阳性者才可应用ꎬ且应用 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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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应再次行急性肺血管反应试验重新评价ꎬ只有

心功能稳定在Ⅰ ~Ⅱ级且急性肺血管反应试验长期

阳性者才能继续应用[１８]ꎮ 本研究中 ６ 例应用 ＣＣＢｓ
治疗患者ꎬ２ 例在治疗 １ 年后复查心导管示急性肺

血管反应试验结果仍示阳性ꎬ对其余患儿应继续密

切随访以规范应用并研究其远期疗效ꎮ 总之ꎬ儿童

ＩＰＡＨ 的治疗面临诸多挑战ꎬ如可用药物种类有限ꎬ
药物反应性复杂且难以预测ꎬ因此在治疗期间应予

密切观察和及时调整ꎮ
ＩＰＡＨ 在所有 ＰＡＨ 类型中的预后极差ꎬＮＩＨ 注

册研究[１９]示 ＩＰＡＨ 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２. ８ 年ꎬ其 １
年、３ 年及 ５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６８％ 、４８％ 及 ３４％ ꎮ
儿童 ＩＰＡＨ 的预后更差ꎬ既往报道其诊断后平均生

存时间仅为 １０ 个月[２０]ꎮ 新型靶向药物的应用大大

改善了 ＰＡＨ 患者的临床现状ꎮ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ꎬ
应用靶向治疗后ꎬ儿童 ＩＰＡＨ(平均年龄 ７. ３７ 岁)的
１ 年、３ 年及 ５ 年生存率为 ８５. ６％ 、７９. ９％ 及 ７１.
９％ [４]ꎮ 目前国内针对儿童 ＩＰＡＨ 也已广泛应用靶

向治疗(７８. ９％ )ꎬ但尚缺乏用药后生存情况的报

道ꎮ 本研究通过随访和生存分析显示 １、２ 及 ３ 年生

存率分别为 ９１％ 、８２％及 ６８％ ꎮ 与英国的研究[４]相

比ꎬ在确诊平均年龄相仿的前提下ꎬ本研究对象的生

存状况相对较好ꎮ 本研究共随访到 １１ 例(２８. ９％ )
患儿死亡ꎬ平均死亡时间为确诊后(２０. ５ ± １３. ８)个
月ꎬ病情持续进展致心功能衰竭仍是死亡的主要原

因ꎻＰＨＣ 是 ＩＰＡＨ 重要且严重的并发症ꎬ是造成病情

恶化和猝死的重要原因ꎮ
本研究经单因素 Ｃｏｘ 分析示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

级、超声心动图估测的 ＳＰＡＰ、ＲＤＷ、直胆红素及心

导管检查测得ꎬＴＰＲ 与 ＰＶＲＩ 与 ＩＰＡＨ 患儿生存时间

相关ꎬ其中ꎬ多因素 Ｃｏｘ 分析示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
ＰＶＲＩ、超声心动图估测的 ＳＰＡＰ、ＲＤＷ 是评价 ＩＰＡＨ
预后的预测因素ꎮ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是对 ＰＡＨ 严重程度的直接

评价ꎬ与心力衰竭的严重程度直接相关ꎬＮＹＨＡ 心功

能分级 ＩＩＩ ~ ＩＶ 级患者较 Ｉ ~ ＩＩ 级患者更容易出现晕

厥、咯血等严重并发症ꎬ且 ６ 分钟步行距离(６ＭＷＤ)
相对更低ꎬＢＮＰ、右心房压等心功能指标显著升高ꎬ
血流动力学指标也明显恶化[２１]ꎮ 本研究中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是与 ＩＰＡＨ 患儿预后相关的影响因素ꎬ
ＮＹＨＡ 心功能 ＩＩＩ ~ ＩＶ 级预示 ＩＰＡＨ 患儿的不良

结局ꎮ
超声心动图是诊断 ＩＰＡＨ 最重要的无创性检

查ꎬ多项研究证实所测得的 ＳＰＡＰ 与右心导管测得

值具有良好相关性[２２]ꎬ在不易普及或患者不同意心

导管检查时ꎬ超声估测的肺动脉压也可作为评价

ＩＰＡＨ 病情的重要依据ꎮ
ＲＤＷ 是反映外周血红细胞体积异质性的参数ꎬ

与人体内铁含量有关ꎬ以往常用于贫血的诊断ꎮ 近

年来研究发现ꎬＲＤＷ 与部分心血管疾病的预后密切

相关ꎬ是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２３]ꎬ并有

ＲＤＷ 与 ＰＡＨ 患者的活动量及预后相关的报道ꎬ并
据此提出将补铁治疗作为 ＰＡＨ 治疗新靶点[２４]ꎬ国
内有报道认为ꎬＲＤＷ≥１３. ５％ 为成人 ＩＰＡＨ 患者死

亡的独立危险因素ꎬ但在儿童 ＩＰＡＨ 中缺乏相应研

究ꎮ 本研究发现 ＲＤＷ 与 ＩＰＡＨ 患儿的生存时间具

有相关性并为评价 ＩＰＡＨ 预后的影响因素之一ꎬ与
先前研究[２４] 一致ꎮ ＲＤＷ 值在 ＰＡＨ 发病机制中的

意义以及在 ＰＡＨ 治疗中是否具有动态监测作用ꎬ仍
值得深入探讨ꎮ

总之ꎬ儿童 ＩＰＡＨ 临床表现多样、预后不良ꎮ 靶

向治疗改善了 ＩＰＡＨ 患儿的预后但仍不乐观ꎬ进展

性右心衰竭是儿童 ＩＰＡＨ 最重要的致死原因ꎮ 心导

管检查是评价病情和预后、指导诊治的重要检查手

段ꎮ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ＰＶＲＩ、超声心动图估测肺

动脉收缩压、红细胞分布宽度是儿童 ＩＰＡＨ 预后相

关的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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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外科治疗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的疗效评价

杨建国　 陈绪发　 何亚峰　 陶 凉

　 　 [摘要] 　 目的:探讨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ＨＯＣＭ)的外科手术疗效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我院外科行改良扩大Ｍｏｒｒｏｗ 手术治疗 ６５ 例 ＨＯＣＭ 患者的临床资料ꎬ其中男性 ４０ 例

(６１ ５％ )ꎬ年龄 １８ ~ ７０ 岁ꎬ平均(４８ ４ ± １１ ５)岁ꎬ术前所有患者药物治疗后临床症状仍明显ꎬ术前左心

室流出道压差(ＬＶＯＴＧ)为 ６２ ~ １４０ｍｍｎ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平均(８５ ５ ± ２８ ６)ｍｍｍＨｇꎬ６５ 例患者均

有收缩期前向运动(ＳＡＭ 征)ꎮ 全部患者均接受室间隔心肌切除术(改良扩大的 ＭＯＲＲＯＷ 手术)ꎬ其中

８ 例(１２. ３％ )合并心脏瓣膜手术ꎬ１ 例(１. ５３％ )合并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ꎮ 术后观察手术疗效ꎮ 结果:
全组无住院死亡ꎬ手术无瓣叶损伤及室间隔穿孔发生ꎮ 手术后左心室流出道压差(ＬＶＯＴＧ)、室间隔厚

度(ＩＶＳ)、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ＥＤＤ)以及二尖瓣反流(ＭＩ)程度较术前均

降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Ｏ. ０５)ꎮ 术后 ３ 例发生完全房室传导阻滞ꎬ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 ７ 例ꎬ
左前分支传导阻滞 ３ 例ꎮ 术后所有患者均随访ꎬ随访时间 ６ ~ ３５ 个月ꎬ５５ 例(８４. ６％ )患者的临床症状

消失ꎬ其余 １０ 例患者症状较术前明显减轻ꎮ 随访期患者纽约心功能分级(ＮＹＨＡ)为 Ｉ￣Ⅱ级ꎮ 结论:室间

隔心肌切除术可以解除左心室流出道的梗阻ꎬ消除或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ꎬ具有满意的近中期疗效ꎮ
[关键词]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ꎻ改良扩大 Ｍｏｒｒｏｗ 手术ꎻ室间隔心肌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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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厚型心肌病 (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ꎬ
ＨＣＭ)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ꎬ人群总发病率

约为 ０. ２％ [１]ꎬ常见的症状为劳力性呼吸困难和心

绞痛ꎬ心悸、乏力、头晕和晕厥也是常见的表现[２]ꎮ
年轻患者可致猝死ꎬＨＣＭ 是运动员猝死的最常见原

因[３]ꎬ未经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年病死率 １. ７％ ~
４. ０％ [４]ꎮ 目前手术仍为药物难治性肥厚梗阻性心

肌病重要治疗手段ꎮ 本文总结了我院 ６５ 例肥型梗

阻性心肌病(ＨＯＣＭ)的外科治疗经验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我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期间ꎬ行手术治疗 ＨＯＣＭ 患者 ６５ 例ꎬ其中男性 ４２
例(５８. ３％ )ꎬ女性 ２３ 例ꎬ年龄 １８ ~ ６９ 岁ꎬ平均(４８.
４ ± １１. ５)岁ꎬ其中有 ６ 例有家族史ꎮ 体检所有患者

可闻及胸骨左缘 ３ ~ ４ 肋间ꎬ粗糙的 ３ 级以上收缩期

杂音ꎬ术前均接受 β 受体阻滞剂及钙通道阻滞剂治

疗ꎬ但仍有不同程度的胸闷、心悸、头晕或晕厥及胸

痛的临床症状ꎮ 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提示:６５ 例患

者均有不同程度左心室心肌肥厚、室间隔明显的增

厚(２５. ６ ± ６. ５)ｍｍ、左心室腔小以及左心室流出道

梗阻ꎬ左心室流出道压差( ＬＶＯＴＧ) 均 > ５０ ｍｍＨｇ
(６２ ~ １４５ｍｍＨｇꎬ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ꎻ６５ 例患者均

有二尖瓣前叶前向运动现象(ＳＡＭ 征)ꎻ二尖瓣无反

流 ９ 例(１３. ８％ )、轻度关闭不全 ３０ 例(４６. ２％ )、中
度 ２１ 例(３２. ３％ )ꎬ重度 ５ 例(７. ７％ )ꎮ 合并病变: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１ 例ꎬ主动脉瓣狭窄 １
例ꎬ感染性心内膜炎合并二尖瓣赘生物形成 ２ 例

(均同期行二尖瓣置换术)ꎬ三尖瓣中度关闭 ４ 例ꎮ
２. 手术方法 　 术前常规行经食道超声检查

(ＴＥＥ)ꎮ 手术在气管内插管静脉复合全身麻醉低温

体外循环下施行ꎬ经主动脉切口行改良扩大 Ｍｏｒｒｏｗ
手术ꎮ 经主动脉瓣口切除室间隔左心室面的心肌组

织ꎮ 切除范围:自主动脉右冠瓣瓣环下方 ３ ｍｍ 开

始切除室间隔组织ꎬ注意切勿损伤主动脉瓣ꎻ切除膜

部室间隔以左 ５ｍｍ 至二尖瓣前交界之间的肥厚心

肌ꎬ勿损伤膜部间隔ꎬ尤其是膜部间隔的后下方ꎬ避
免房室传导阻滞的发生ꎻ纵向切除范围向心尖延伸

并超越左心室流出道梗阻的部位后达到二尖瓣乳头

肌腱索和肌束ꎬ二尖瓣乳头肌粘连挛缩同时行乳头

肌松解吧ꎬ避免损伤乳头及根部ꎬ引起术后心脏破裂

出血ꎻ切除的厚度为室间隔厚度的 ５０％ 左右ꎬ宽度

为 ３５ｍｍ 左右ꎬ长度为 ５０ ~ ７０ｍｍꎮ 切除时手术时心

内膜可缝合牵引线ꎬ边切边牵引显露ꎬ切除心尖部室

间隔肌肉时心脏后以纱垫抬高ꎬ心脏外压迫右心室

流出道便于流出道显露ꎻ将左心室前壁推向右侧亦

有助于心尖部分室间隔的显露ꎬ以此疏通后的左心

室流出道梗阻基本消除ꎮ 若二尖瓣有器质性病变或

重度反流ꎬ根据病变程度行二尖瓣成形术或行二尖

瓣膜置换术ꎮ 停机后行 ＴＥＥ 结果示:左心室流出道

狭窄解除不满意ꎬ二次转机行左心室流出道疏通ꎮ
同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１ 例ꎬ二尖瓣置换术 ３
例ꎬ主动脉瓣置换 １ 例ꎬ二尖瓣成形术 ４ 例ꎬ三尖瓣

成形术 ４ 例ꎮ
３. 观察指标和方法 　 采用 ＴＥＥ 检测手术前后

的室间隔厚度、左心室心肌厚度、左心室流出道压

差、二尖瓣反流程度、ＳＡＭ 征及左心室射血分数ꎬ并
进行比较ꎮ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１. ５ 统计软件分

析ꎮ 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内两样本均

数比较采用配对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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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全组患者无围手术期死亡ꎬ无瓣叶损伤及室

间隔穿孔ꎬ手术效果良好ꎮ 体外循环时间 ４２ ~ ２７５
分钟ꎬ平均(１１０. ５ ± ５０. ３)分钟ꎬ升主动脉阻断时间

２３ ~ １７０ 分钟ꎬ平均 ６５. ４ 分钟ꎬ呼吸机使用时间 １２
~ ８６ 小时ꎬ平均(１８. ４３ ± ８. ２６)小时ꎮ ４ 例行二次

转机扩大疏通左心室流出道ꎬ２ 例感染性心内膜炎

二尖瓣赘生物形成同期行二尖瓣置换ꎬ１ 例因解除

左心室流出道的梗阻后超声示二尖瓣仍重度反流且

成形不满意行置换术ꎬ３ 例二尖瓣重度反流患者行

二尖瓣成形术ꎬ５８ 例患者 ＳＡＭ 现象消失ꎮ 术后 ３
例发生完全房室传导阻滞ꎬ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

７ 例ꎬ左前分支传导阻滞 ３ 例ꎮ 术中超声检查结果

见表 １ ~ ２ꎮ
２. 全部患者均获得随访ꎬ随访时间 ６ ~ ３５ 个月ꎬ

５５ 例患者临床症状消失ꎬ其余患者有轻微胸闷症

状ꎬ药物治疗可缓解ꎬ较术前生活质量明显改善ꎬ全
部患者心功能分级(ＮＹＨＡ)Ⅰ ~ Ⅱ级ꎬ其中 ５２ 例心

功能分级 Ｉ 级ꎮ

讨　 论

肥厚梗阻性心肌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病ꎬ非对称性室间隔肥厚和 ＳＡＭ 征是本病的病理特

点[５]ꎮ 肥厚心肌向左心室凸出ꎬ左心室腔变小ꎬ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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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术前超声图像 ＩＶＳ 厚度 ２. ５８ｃｍ ꎻ 图 ２　 疏通后的超声图像 ＩＶＳ 厚度 １. ４０ｃｍ

心室舒张功能受损ꎬ左心室流出道排血受阻ꎮ 临床

用来减轻或消除左心室流出道梗阻的方法主要有:
①抑制心肌收缩的负性肌力药物如受体阻滞剂和钙

拮抗剂ꎻ② 经皮间隔心肌消融术(ＰＴＳＭＡ)ꎻ③外科

手术切除部分室间隔ꎮ 药物治疗是传统的治疗ꎬ但
仍有许多患者症状控制不理想ꎬ活动耐量明显受限ꎮ
与标准治疗心肌切除术比较ꎬＰＴＳＭＡ 能获得相似的

形态学、血流动力学和功能改善的结果[ ６ ￣７ ]ꎮ ＰＴＳ￣
ＭＡ 关键在于确定靶血管ꎬ限制了其应用ꎮ

表 １　 ６５ 例手术前后 ＴＥＥ 检查结果比较(ｘ ± ｓ)

项目 术前 术后 Ｐ 值

左心室舒张末径 / ｍｍ ４３. ０５ ± ６. １４ ３９. ５ ± ６. ４４ < ０. ０５
左心室流出道压差 / ｍｍＨｇ ８５. ５ ± ２８. ６ ２５. １４ ± １１. ５６ < ０. ０５
室间隔厚度 / ｍｍ ２６. ５ ± ４. ７６ １６. ３ ± ３. ４ < ０. ０５
左心室 ＥＦ 值 ０. ７０ ± ０. ０７ ０. ６３ ± ０. ０６ > ０. ０５

表 ２　 经食道超声检查二尖瓣关闭不全

(ＭＲ)和 ＳＡＭ 征比较(例)

二尖瓣关闭不全

无 轻 中 重
ＳＡＭ 征

术前 ９ ３０ ２１ ５ ６５
术后 ５０ １２ ０ ０ ５
Ｐ 值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１９６８ 年ꎬＭｏｒｒｏｗ 等提出了经主动脉切口室间隔

肥厚心肌切除术ꎬ即 Ｍｏｒｒｏｗ 手术ꎬ该手术治疗肥厚

型心肌病已经历了 ５０ 余年[ ８ ]ꎬ ２０１１ 年美国心脏病

协会 ＨＣＭ 诊疗指南ꎬ依旧将外科手术作为静息或

应激状态下左心室流出道收缩压差 > ５０ｍｍＨｇ、药
物治疗无效的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的第一选择[ ９ ]ꎮ
２０ 余年来国内外多家心脏中心[ １０ ￣１ ２ ] 的治疗经验证

明ꎬ室间隔心肌切除术治疗 ＨＯＣＭ 获得令人满意的

效果ꎮ 文献总结[１ ３ ￣１ ５ ] 的室间隔心肌切除手术适应

证:有临床症状ꎬ左心室流出道静息时压差≥５０
ｍｍＨｇꎬ或应激后压差≥１００ｍｍＨｇꎻ如症状不明显ꎬ
但静息时左心室流出道压差 ７５ ｍｍＨｇ 的青年或儿

童患者仍应积极手术治疗ꎮ
本组患者均采用改良扩大的 Ｍｏｒｒｏｗ 手术ꎬ切除

主动脉右冠瓣瓣环下方 ３ｍｍ、膜部间隔以左 ３￣５ｍｍ
至二尖瓣前交界之间的肥厚室间隔ꎬ切除尽量达到

心尖水平ꎮ 松解粘连的二尖瓣乳头肌并切除导致左

心室流出道梗阻的二尖瓣下异常结构ꎮ 切除心肌的

厚度ꎬ应为术前心肌厚度的 ４０％ ~ ５０％ (图片)ꎬ手
术解除左心室流出道的梗阻、消除二尖瓣 ＳＡＭ 征

后ꎬ二尖瓣反流会明显减轻ꎬ不需要加做二尖瓣手

术ꎮ 本组中 ２６ 例(４０. ０％ )的患者术前有中度或重

度的二尖瓣关闭不全ꎬ疏通左心室流出道后反流减

轻ꎬ术中合并二尖瓣置换术仅 ３ 例(其中 ２ 例为感染

性心内膜炎瓣叶受损)ꎻ二尖瓣成形术 ４ 例ꎮ 本组

术后 ＳＡＭ 现象由术前的 ６５ 例(１００％ )降至术后的

４ 例(６. ４５％ )ꎮ 梗阻解除不彻底的常见原因是切除

范围及深度不够ꎬ左心室流出道的梗阻是决定预后

的主要因素ꎬ如术中残余 ３０ｍｍＨｇ 以上的 ＬＶＯＴ 应

当再次疏通ꎬ以获得更好的近远期预后ꎮ
本组患者均获随访ꎬ随访时间为 ６ ~ ３５ 个月ꎮ

随访期间无死亡、无再次手术病例ꎬ随访 ６５ 例患者

术后心功能分级 Ｉ 级者为 ５２ 例(８１. ５％ )ꎬ７ 例患者

术后心功能分级Ⅱ级ꎬ生活质量较术前提高ꎮ
总之ꎬ室间隔肥厚心肌切除术可以解除左心室

流出道梗阻ꎬ消除或减轻患者临床症状ꎬ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及远期预后ꎬ可作为药物难治性 ＨＯＣＭ 的首

选ꎮ 术中应扩大室间隔心肌切除范围ꎬ彻底地疏通

左心室流出道ꎬ避免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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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经右胸小切口在二次心脏手术中的应用

李 平　 尤 斌　 高 峰　 徐 屹　 许李力　 刘 硕　 李 光

　 　 [摘要] 　 目的:初步总结经右胸小切口在二次心脏病手术中临床应用的安全及有效性ꎮ 方法: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在二次心脏手术中共完成经右胸小切口手术 １５ 例ꎮ 其中男性 ８ 例ꎬ女性 ７
例ꎮ 平均年龄(４１ ９ ± １２ ９)岁ꎬ平均体质量(６４ １ ± １４ ５)ｋｇꎮ 手术方式包括二尖瓣置换(ＭＶＲ)３ 例ꎬ主
动脉瓣置换(ＡＶＲ)１ 例ꎬ三尖瓣成形术(ＴＶＰ)３ 例ꎬ三尖瓣置换术(ＴＶＲ)２ 例ꎬＭＶＲ ＋ ＴＶＰ１ 例ꎻ二尖瓣瓣

周漏修补术 ３ 例ꎻ室间隔缺损(ＶＳＤ)残余漏修补术 ２ 例ꎮ 手术均在周围血管插管建立体外循环下完成ꎮ
无 １ 例转为传统胸正中切口开胸手术ꎮ 结果:本组平均手术时间 ３ ~ ６ 小时ꎬ平均(４ ０ ± ０ ８)小时ꎬ体外

循环时间 ５６ ~ ２２７ 分钟ꎬ平均(１２０ ３ ± ４３ ６)分钟ꎮ 其中心脏不停跳下完成手术 １０ 例ꎬ其余 ５ 例ꎬ中位

主动脉阻断时间 ７０ (６６ꎬ７６)分钟ꎬ心脏停跳术后自动复跳 ３ 例(３ / ５)ꎻ气管插管时间 ８ ~ ４２ ５ 小时ꎬ中位

时间 １７ (１２ ５ꎬ２０)小时ꎬＩＣＵ 时间 １０ ~ ７３ ５ 小时ꎬ中位时间 ２０ (１７ ５ꎬ４０)小时ꎬ手术后住院时间 ４ ~ １７
天ꎬ平均(７ １ ± ３ ５)天ꎻ切口长度 ５ ~ ７ｃｍꎬ平均(５ ３ ± ０ ６)ｃｍꎬ术后第一天中位引流量 ３００(２００ꎬ１ ０００)
ｍＬꎬ未输血患者 ９ 例ꎻ无围术期死亡ꎻ无明显并发症出现ꎮ 出院时心功能Ⅰ级 １２ 例、Ⅱ级 １ 例、Ⅲ级 ２
例ꎮ 结论:经右胸小切口在二次心脏手术中的近期手术效果良好ꎬ手术安全性高ꎬ适用于常见二次心脏

手术ꎻ其创伤小ꎬ开胸简化ꎬ具有并发症和病死率低等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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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Ａｃ￣
ｃｅｓ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ｒｅｄｏ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ꎬ ２０１２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５ ｒｅｄｏ ｃａｒｄｉ￣
ａ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ｏｕｒ ｃｅｎｔｒｅ ｗｉｔｈ Ｐｏｒｔ￣Ａｃｃｅｓ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ｖｉａ ａ ｒｉｇｈｔ ｍｉｎｉ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ꎬ ａ￣
ｍｏｎｇ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８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７ｆｅｍａｌｅｓꎻ ｍｅａｎ ａｇｅ(４１ ９ ± １２ ９)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ꎻ ｍｅａｎ ｗｅｉｇｈｔ(６４ １ ± １４ ５)ｋｇ. Ｔｈ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ＶＲ ) ｉｎ 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ꎻ 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ＶＲ) ｉｎ １ ｐａ￣
ｔｉｅｎｔꎻ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 ｖａｌｖｅ ｐｌａｓｔｙ(ＴＶＰ) ｉｎ 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ꎻ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ＶＲ) ｉｎ 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ꎻ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 ｖａｌｖｅ ｐｌａｓｔｙ ( ＭＶＲ ＋ ＴＶＰ) ｉｎ 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ꎻ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ꎻ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ＶＳ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ｈｕｎｔ ｒｅｐａｉｒ ｉｎ 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ｌ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ｖｅ￣
ｎｏｕｓ ｖｅｓｓｅｌｓ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ｊｕｇｕｌａｒ ｖｅｉｎ. 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ｗ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ｏ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ｔｅｒｎｏｔｏ￣
ｍ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ｅ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４ ０ ± ０ ８)ｈｏｕｒｓꎻ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ｔｉｍｅ ｗａｓ(１２０ ３ ± ４３ ６ )
ｍｉｎｕｔｅｓꎻ１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ａｔ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ꎻ５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ｒｔ ｃｅａｓｅｄꎬ ａｏｒｔｉｃ
ｃｒｏｓｓ￣ｃｌａｍｐ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７０ (６６ꎬ７６) ｍｉｎｕｔｅｓꎬ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ｔｏ ｂｅａ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ａｒｔ ｃｅａｓ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ａｓ１７ (１２ ５ꎬ２０) ｈｏｕｒｓ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 ｓｔａｙ ｗａｓ ２０ (１７ ５ꎬ４０)
ｈｏｕｒｓꎬ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 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ａｓ (７ １ ± ３ ５) ｄａｙｓ. Ｍｅｄｉａｎ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ａｓ (５ ３ ± ０ ６) ｃｍ. Ｄｒａｉ￣
ｎ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ａｓ ３００(２００ꎬ１ ０００)ｍ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ｏ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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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Ｅａｒｌｙ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０ꎬ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１２ 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Ⅰꎬ １ ｏｆ ｃｌａｓｓⅡꎬ２ ｏｆ ｃｌａｓｓⅢ.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ｏｒｔ￣Ａｃｃｅｓ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ｒｅｄｏ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ꎻ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ꎬ Ｐｏｒｔ￣Ａｃｃｅｓ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ｈａ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ꎬ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ｏｐｅｎ ｃｈｅ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ｓａｆｅｌ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ｄｏ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ｒｔ －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ꎻＲｅｄｏ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ꎻ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随着心脏手术数量的逐年增加ꎬ二次手术的心

脏病患者也越来越多ꎬ目前绝大部分二次手术与上

次手术切口相同ꎬ仍经前正中切口进胸ꎻ由于心脏及

心包周围粘连严重ꎬ解剖困难ꎬ手术时间长ꎬ手术危

险性明显增加ꎬ而且手术后并发症和病死率均较高ꎬ
以至于二次手术目前仍是困扰心脏外科医师的难

题ꎮ 我们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开始在二

次心脏病患者中采用经右胸小切口术式ꎬ共单组完

成 １５ 例ꎬ现就手术近期临床效果与体会总结如下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本组患者 １５ 例ꎬ男性 ８ 例ꎬ女性 ７
例ꎮ 年龄 ２０ ~ ５８ 岁ꎬ平均(４１ ９ ± １２ ９)岁ꎮ 体质

量 ４６ ~ ９５ ｋｇꎬ平均(６４ １ ± １４ ５) ｋｇꎮ 心胸比 ０ ５５
~ ０ ８７ꎬ平均(０ ６６ ± ０ ２１)ꎮ 心功能(ＮＹＨＡ 分级)
Ⅰ级 ９ 例、Ⅱ级 ４ 例、Ⅲ级 ２ 例ꎮ 肺动脉压 ２０ ~
６６ｍｍＨｇꎬ平均 (４１ ９ ± １４ ７ ) ｍｍ 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ꎮ 两次手术的间隔时间为 １ ~ ２７ 年ꎬ中位

１４(３ꎬ２０)年ꎮ 诊断:二尖瓣置换(ＭＶＲ)术后机械瓣

功能障碍 １ 例ꎬＭＶＲ 术后瓣周漏 ４ 例ꎬＭＶＲ 术后出

现重度二尖瓣关闭不全 ２ 例ꎻ室间隔缺损(ＶＳＤ)修
补 ＋主动脉瓣成形术后出现重度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１ 例ꎻＶＳＤ 修补术后残余漏 ２ 例ꎻＭＶＲ 术后出现重

度三尖瓣关闭不全 ( ＴＩ) ２ 例ꎬＶＳＤ ＋ 房间隔缺损

(ＡＳＤ)修补术后出现极重度 ＴＩ １ 例ꎬＢｅｎｔａｌｌ 术后出

现三尖瓣前叶腱索断裂 １ 例ꎬＭＶＲ ＋ ＡＶＲ 术后出现

极重度 ＴＩ １ 例ꎮ
２. 方法:实施手术见表 １ꎮ 手术均经周围血管

建立体外循环下完成ꎬ其中 １０ 例在体外循环并行循

环心脏不停跳下完成手术ꎮ 手术均采用全麻、双腔

气管插管ꎬ常规置食道超声探头并记录术前数据ꎮ
术前放置体表除颤电极ꎬ电极片分别贴于右侧肩胛

骨后方和左腋前线第 ５ 肋间ꎮ 术野消毒之前ꎬ由麻

醉师经皮穿刺右颈内静脉置入 １５ / １７Ｆｒ 上腔静脉插

管ꎬ插管内注射肝素盐水ꎮ 常规消毒、铺单ꎬ后经右

侧或左侧股静脉与股动脉分别插入 １９ ~ ２５Ｆｒ 不同

型号的下腔静脉插管与 ６ ~ ８Ｆｒ 的股动脉插管以建

立体外循环ꎻ应用离心泵加负压吸引行双回流室引

流ꎮ 于右锁骨中线附近与腋前线之间作 ３ ~ ５ｃｍ 的

胸壁切口ꎬ女性患者切口尽量避开乳房ꎬ于乳房下缘

做弧形切口以保护乳腺组织ꎻ经肋间进入胸腔ꎬ勿损

伤肋骨ꎬ切口内置入软组织保护器ꎬ牵开器开胸ꎮ 右

腋中线水平在第 ２ 肋间和第 ５ 或 ６ 肋间分别做 ２ 个

１ ｃｍ 的辅助切口ꎬ经第 ２ 肋间切口置入 ＣＯ２ 吹管于

胸腔内ꎮ 直视下沿膈神经前 ２ ｃｍ 纵行剪开心包与

右心房ꎬ前方心包以丝线固定于切口边缘ꎬ后方心包

经穿过胸壁的缝线牵向后外侧ꎮ 心脏停跳手术需先

游离主动脉根部及经横窦游离主动脉后壁ꎬ以备置

主动脉阻断钳ꎬ于主动脉根部前壁做荷包插入长灌

注针头ꎮ 如果右心饱满根部显露不佳ꎬ该操作可在

心肺转流下完成ꎮ 经胸壁第 ５ 或 ６ 肋间切口置入左

心引流管ꎬ经右肺静脉插入左房ꎻ经第 ２ 肋间切口置

入主动脉阻断钳阻断升主动脉ꎬ灌注停跳液至心脏

充分停跳ꎮ 采用传统开胸手术心内操作方式完成心

内畸形矫治ꎮ 整个手术过程中持续低流量 ＣＯ２ 吹

气ꎬ直至心脏各个切口缝合完毕ꎮ 术毕减少静脉回

流ꎬ行双肺通气ꎬ采取头低位开放循环ꎬ并用食道超

声监测左心排气状况ꎮ 若出现心室颤动则行体表除

颤ꎮ 复跳后充分辅助撤体外循环ꎮ 经辅助切口放置

引流管ꎬ常规关胸ꎮ

表 １　 １５ 例经右胸小切口二次微创直视手术种类与方法列表

手术类型 例数 体外循环方式

ＭＶＲ ３ ２ 例不停跳ꎬ１ 例停跳

ＡＶＲ １ 停跳

ＭＶＲ ＋ ＴＶＰ １ 不停跳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ｐｅｒｉ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ｅｐａｉｒ ３ １ 例不停跳ꎬ２ 例停跳

ＴＶＰ ３ ３ 例均不停跳

ＴＶＲ ２ ２ 例均不停跳

ＶＳ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ｈｕｎｔ Ｒｅｐａｉｒ ２ １ 例不停跳ꎬ１ 例停跳

４ 例进胸后发现胸膜粘连明显ꎬ仔细游离右肺ꎬ
显露右胸腔侧壁和心包后完成手术ꎮ

３.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 ０ 统计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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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５ꎬＰ７５)表示ꎮ
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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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１. 本组手术时间 ３ ~ ６ 小时ꎬ平均(４ ０ ± ０ ８)
小时ꎬ体外循环时间平均(１２０ ３ ± ４３ ６)分钟ꎬ其中

５ 例心脏停跳手术中位主动脉阻断时间 ７０ (６６ꎬ７６)
分钟ꎬ心脏停跳术后自动复跳 ３ 例(３ / ５)ꎬ 另外 ２ 例

均行体表除颤 １ 次恢复心跳ꎻ术后中位气管插管时

间 １７ (１２ ５ꎬ２０)小时ꎬＩＣＵ 中位时间 ２０ (１７ ５ꎬ４０)
小时ꎬ手术后住院时间(７ １ ± ３ ５)天ꎻ切口长度 ５ ~
７ｃｍꎬ平均(５ ３ ± ０ ６) ｃｍꎬ术后第一天中位引流量

３００(２００ꎬ１ ０００)ｍＬꎬ未输血患者 ９ 例ꎬ余 ６ 例输血

患者平均输血量(８ ７ ± ４ １)Ｕꎻ１０ 例不停跳手术后

肌钙蛋白(ｃＴｎＩ)中位水平 ２ ６６(１ ２２ꎬ６ ８１)μｇ / Ｌꎬ
肌酸激酶同工酶 ( ＣＫＭＢ) 中位 １５ ９ (８ ４ꎬ２９ ９ )
Ｕ / Ｌꎮ

２. 整组病例中无围术期卒中、气栓发生ꎬ无二次

开胸探查止血、切口感染、肺萎陷后继发肺部感染导

致带管时间延长ꎬ无胸腔感染及纵隔感染ꎬ无股动脉

插管损伤致下肢缺血ꎬ无膈神经损伤并发症ꎬ无围术

期及出院后近期死亡ꎮ 出院时心功能Ⅰ级 １２ 例、Ⅱ
级 １ 例及Ⅲ级 ２ 例ꎮ 所有瓣膜置换术与瓣周漏修补

术后均再无瓣周漏发生ꎬ三尖瓣成形效果良好ꎮ
３. 出院后均进行随访ꎬ随访时间 １ ~ ２４ 个月ꎬ中

位随访 ６(３ꎬ２４)个月ꎬ随访中无明显并发症发生ꎬ均
无需二次手术ꎬ心功能均为Ⅰ级ꎮ

讨　 论

１. 二次手术的原因与风险:在近几十年中ꎬ有许

多患者接受瓣膜修复或生物瓣置换术ꎻ同时瓣膜置

换术后因瓣环钙化、感染、缝合技术和人工瓣膜的大

小和形状等[１] 因素引起瓣周漏(ＰＶＥ)的发生率为

２％ ~１７％ ꎻ另一方面在我国瓣膜置换术中机械瓣使

用占绝大部分ꎬ与生物瓣、人工瓣环相比ꎬ机械瓣置

换术发生 ＰＶＥ 的几率更高[２]ꎮ 从而瓣膜的毁损与

ＰＶＥ 是瓣膜置换术后再次手术的重要原因ꎬ同时也

是住院期间死亡的重要原因ꎬ另外机械瓣瓣膜血栓

形成的患者也有所增多ꎮ 左心瓣膜置换术后由于风

湿性病变持续发展、左心瓣膜病变未纠正、原三尖瓣

成形术失败、持续性肺动脉高压、心房纤颤等因素而

远期发生三尖瓣关闭不全ꎬ可导致患者发生右心功

能不全ꎬ并且是引起远期死亡的主要原因ꎻ对重度三

尖瓣关闭不全ꎬ发生右心功能不全者ꎬ应考虑再次外

科手术ꎮ 目前心脏二次手术占心脏手术的 １０％ ~
２０％ [３]ꎬ传统方法均采用原胸骨正中切口ꎬ在中度

或浅低温体外循环、心脏停跳下进行手术ꎻ由于心脏

术后心包粘连所致的解剖关系不清导致分离困难、
创面大、出血多、手术时间长以及及锯开胸骨时对心

脏与大血管的损伤及出血等并发症[４]ꎻ尤其是二尖

瓣再次置换时ꎬ由于心包后部与左侧的粘连未做分

离ꎬ心脏处于固定位置ꎬ手术时显露瓣膜较为困难ꎬ
如过度牵拉又可能引起二尖瓣后瓣环的破裂ꎬ甚至

发生左心室破裂等致死性并发症ꎻ同时术毕心脏排

气又较困难ꎬ从而导致再次手术的并发症与病死率

较高[５￣６]ꎮ 尤其在继发性三尖瓣关闭不全的患者ꎬ
右心房、右心室严重扩大ꎬ心脏与胸骨后的粘连范围

大且较严重ꎬ开胸时易损伤右心室ꎻ同时这类患者右

心功能很差ꎬ肝淤血较重又导致凝血机制不全ꎬ使得

三尖瓣再次手术的并发症与病死率高[７]ꎮ 另外再

次手术自身就是深部胸骨切口并发症的重要危险

因素[８]ꎮ
２. 经右胸小切口在二次手术中的应用:在本组

病例中ꎬ我们常规经右颈内静脉与右侧或左侧股静

脉置入下腔静脉插管ꎬ经同侧股动脉置入股动脉插

管建立体外循环ꎮ 主动脉瓣手术经右胸骨旁第三肋

间进右侧胸腔ꎬ其余右心手术均经右胸前外侧第四

肋间小切口进胸腔ꎻ整个手术过程中持续低流量

ＣＯ２ 吹注ꎬ直至心脏各个切口缝合完毕ꎮ 在心脏停

跳手术的患者需先游离主动脉根部及经横窦游离主

动脉后壁ꎬ以备置主动脉阻断钳ꎬ于主动脉根部前壁

做荷包插入长灌注针头ꎻ同时部分游离心包与右心

房及房间沟位置ꎻ如果右心饱满主动脉根部显露不

佳ꎬ该操作可在心肺转流下完成ꎮ 在心脏不停跳手

术的患者则不需要进行上述游离ꎬ直接在直视心脏

跳动下沿膈神经前 ２ｃｍ 一起纵行剪开心包与右心

房ꎬ并于上下腔静脉入右心房开口处用 ４￣０Ｐｒｏｌｅｎｅ
线带垫片做内荷包缝合阻断上下腔静脉ꎬ从而避免

游离上下腔静脉所造成的副损伤ꎮ 完成上述操作后

则可进行三尖瓣手术ꎬ室间隔残余分流手术ꎻ加作房

间隔切口则可进行二尖瓣手术ꎮ 与传统胸正中切口

相比ꎬ该术式可避免胸骨再次劈开ꎻ由于心包的游离

仅限于心脏手术切口ꎬ则使得该术式十分安全并节

省时间ꎬ极大简化手术操作程序ꎬ同时对心脏与大血

管的损伤机会大大减少[９]ꎮ
在刚开展的前 ５ 例二次手术中ꎬ我们采用中低

温心脏停跳的方法ꎬ因为此种方法具有使心肌松软、
术野清楚、便于操作等优点ꎮ 但由于主动脉被阻断

后ꎬ心脏供血暂时中断ꎬ引起心肌缺血缺氧ꎬ造成心

肌缺血再灌注损伤ꎬ灌注高钾液可造成内皮细胞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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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ꎬ不利于心肌保护ꎻ尤其对心脏高度增大、心室功

能差和主动脉阻断时间较长者ꎻ而且扩张的心肌更

易遭受缺血再灌注损伤ꎬ可导致不同程度的心律失

常ꎬ低心排出量综合征(低心排)等[１０]并发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心脏跳动中心内直视手

术逐步应用于临床ꎮ 有结果表明保持心脏跳动状态

有利于心肌细胞的液体平衡ꎬ避免停搏于舒张状态

导致的心肌细胞水肿的发生ꎻ而且持续的心肌灌注ꎬ
能摄取足够的氧和代谢基质ꎬ并冲走代谢产物ꎬ减小

了缺血再灌注对心肌的损伤[１１]ꎻ另外维持温血灌

注ꎬ可降低凝血性疾病的风险[１２]ꎮ 本组中有 １０ 例

患者采用浅低温体外循环不阻断主动脉ꎬ不但可以

减少手术操作ꎬ避免主动脉根部游离时造成的副损

伤ꎬ而且可以避免由主动脉阻断引起的体循环栓塞

并发症ꎻ术后无严重低心排并发症发生ꎬ无手术死亡

病例ꎻ而且术后 ｃＴｎＩ 与 ＣＫＭＢ 无明显升高ꎬ有报道

与传统的主动脉阻断心脏停跳术式相比较ꎬ两种术

式围术期乳酸与 ＣＫＭＢ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３]ꎮ 尤

其是采用微创直视手术在心脏不停跳下实施三尖瓣

修复术可取得良好的效果[１４]ꎬ同时明显简化手术程

序ꎻ而且心脏不停跳与停跳手术两种策略在术后超

声心动图结果、术后生存、神经系统并发症以及术后

起搏器置入方面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５]ꎮ 另外在高

危患者中行再次心脏手术ꎬ采用微创直视同时不阻

断主动脉可安全有效地降低手术病死率[１６]ꎬ以及神

经系统并发症[１７]ꎬ并且没有深部切口感染ꎮ 但此法

回心血量较多ꎬ术野会受到一定影响ꎬ对术者技术要

求高ꎬ心内吸引增多ꎬ血液破坏相应增多ꎮ 为了尽量

减少对手术质量的影响ꎬ重要一点就是创造一个相

对无血的手术野ꎬ尤其是有轻度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时ꎻ不过采用控制心率的方式[１８]ꎬ可以减少血液反

流进入到手术野ꎮ 另一个考虑则是气体栓塞的可

能ꎬ我们采用以下几方面去预防:负压吸引静脉引

流ꎻＣＯ２ 持续灌注ꎬ在心脏切开前ꎬＣＯ２ 持续灌注胸

腔以排除空气ꎻ主动脉压维持在 ５０ ｍｍＨｇ 以上以让

主动脉瓣保持在关闭状态ꎬ而且在二尖瓣手术切开

左房前我们常规行食道超声检查ꎬ确保主动脉瓣处

于完全关闭状态ꎬ甚至在收缩期ꎬ这样可以确定气体

不能进入主动脉ꎻ另外使二尖瓣处于开放状态ꎬ以让

气泡从左心室排出ꎬ这些可以使出现气栓的机会降

到最低ꎮ 当然在二尖瓣成形术中不能采用 ０. ９％氯

化钠液注水试验ꎬ因为它会使心室的压力升高ꎮ 在

停跳手术时还可以从主动脉根部灌注针头孔排气ꎮ
但是ꎬ如果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在轻度以上ꎬ则是二尖

瓣手术采用该方法的禁忌证ꎬ因为这将导致术野暴

露在血液中ꎮ
该组病例中无论停跳与不停跳手术均无围术期

卒中、气体栓塞发生ꎻ无围术期及出院后近期死亡ꎻ
所有瓣膜置换术与瓣周漏修补术后均再无瓣周漏发

生ꎬ三尖瓣成形效果良好ꎮ 近期随访过程中无明显

并发症出现ꎬ也无需再次手术ꎮ 本组资料中有 ２ 例

患者三尖瓣叶毁损严重ꎬ无法行修复术或修复效果

差而改行三尖瓣置换术ꎬ但是置换术与修复术相比ꎬ
术后气管切开ꎬ胃肠道出血以及后期病死率等并发

症要高[１９]ꎬ所以在再次三尖瓣手术中我们尽可能行

修复术ꎮ 另外有 ２ 例三尖瓣术后出现引流液过多的

现象ꎬ该 ２ 例患者均长期服用华法林ꎬ术前出现三尖

瓣重度关闭不全时间长ꎬ继发有明显肝淤血、肝大ꎬ
上述因素可能导致凝血机制紊乱ꎻ另一方面 ２ 例患

者均偏瘦ꎬ胸壁及肋间肌薄ꎬ同时术前右心房压力明

显升高ꎬ可能引起肋间静脉回流受阻ꎬ继而静脉迂曲

或扩张ꎬ术中胸廓牵开器牵拉可能损伤静脉而导致

术后引流增多ꎮ 所以体形偏瘦ꎬ三尖瓣重度关闭不

全ꎬ病史时间长是该术式术后引流增多的易感因素ꎮ
综上ꎬ经右胸小切口手术行二次心脏手术ꎬ具有

操作简单化ꎬ安全性高ꎬ不需要昂贵的设备ꎬ组建快ꎬ
手术时间短ꎬ学习曲线短等特点ꎬ并且可以降低对心

脏血管的致命性损伤的风险ꎮ 但我们仍需要进一步

扩大手术样本ꎬ以明确该术式的优势以及不足之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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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颈动脉狭窄不同血运重建方式疗效
的对比分析

王 盛　 陈 忠　 刘 晖　 杨 燎　 唐小斌　 吴章敏　 寇 镭　 王艳阳　 郑焕勤

　 　 [摘要] 　 目的:探讨合并对侧颈动脉病变的颈动脉狭窄的治疗方法ꎮ 方法:对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收治的 １０５ 例合并对侧颈动脉病变的颈动脉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ꎮ ５０ 例实施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ＣＥＡ)ꎬ５５ 例实施颈动脉支架置入术(ＣＡＳ)ꎬ对围手术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ꎮ 结果:
ＣＥＡ 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为 １４％ (７ / ５０)ꎬ包括局灶性脑梗塞、ＴＩＡ 发作、声音嘶哑、刀口血肿及泌

尿系感染ꎮ ＣＡＳ 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为 ２０％ (１１ / ５５)ꎬ包括局灶性脑梗塞、颈动脉窦综合征、颈内

静脉血栓、肾功能不全及肺部感染ꎮ 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ꎬ围手术期无患者死亡ꎮ ２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４１５)ꎮ 结论:ＣＡＳ 和 ＣＥＡ 均为治疗合并对侧颈动脉病变的颈动脉狭窄

的安全、有效的方法ꎮ
[关键词] 　 颈动脉狭窄ꎻ支架ꎻ内膜剥脱ꎻ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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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１ / ５５).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ꎬ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ｓｉｎｕ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ｊｕｇｕｌａｒ ｖｅｉｎ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ꎬＲｅｎａｌ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ＡＳ ａｎｄ ＣＥＡ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
ｔｅｒｙ ｓｔｅｒｏｓｉ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ꎻＳｔｅｎｔｓꎻ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ꎻ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

　 　 颈动脉狭窄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ꎬ而
脑卒中在世界范围内导致死亡的因素中ꎬ高居第二

位ꎮ 随着知识的普及和脑卒中筛查的逐步推广ꎬ 越

来越多的患者认识到ꎬ颈动脉狭窄带来的风险并接

收药物和手术治疗ꎮ 目前颈动脉狭窄的主要治疗方

式包括颈动脉内膜剥脱术(ＣＥＡ)和颈动脉支架置

入术(ＣＡＳ)ꎬ有多项前瞻性实验正在对二者进行对

比研究ꎮ 随着病例的积累ꎬ颈动脉治疗中的一些细

节问题日益受到重视ꎮ 同时存在对侧病变的颈动脉

狭窄患者目前并不少见ꎬ对于此类患者治疗的特殊

性也逐渐为医生所重视ꎮ 我们回顾性分析 １０５ 例合

并对侧颈动脉病变的颈动脉狭窄患者资料ꎬ总结

如下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自 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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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收治双侧颈动脉均为重度狭

窄(直径狭窄率 > ７０％ )患者 １０５ 例ꎮ 术前均经彩

超及 ＣＴ 血管造影(ＣＴＡ)证实为双侧颈动脉狭窄性

病变ꎬ双侧狭窄均 > ７０％ ꎮ 按治疗方式分为 ＣＥＡ 组

和 ＣＡＳ 组ꎮ 其中 ＣＥＡ 组 ５０ 例ꎬ包括男性 ４１ 例ꎬ女
性 ９ 例ꎻ年龄 ５０ ~ ８３ 岁ꎬ平均年龄(６８ ０ ± ８ ２)岁ꎮ
临床表现头晕为主 ２３ 例ꎬ有过短暂性脑缺血(ＴＩＡ)
发作 ２７ 例ꎮ 合并疾病包括:高血压 ４１ 例ꎬ冠心病

１８ 例ꎬ糖尿病 ８ 例ꎬ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５ 例ꎬ脑梗

死 ２６ 例ꎬ肾功能不全 ４ 例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５ 例ꎮ
ＣＡＳ 组 ５５ 例ꎬ男性 ４２ 例ꎬ女性 １３ 例ꎬ年龄 ５２ ~ ８４
岁ꎬ平均年龄(６７ ７ ± ８ ８)岁ꎬ临床表现头晕为主 ３１
例ꎬ有过 ＴＩＡ 发作 ２４ 例ꎬ主要合并疾病包括:高血压

４３ 例ꎬ冠心病 ２１ 例ꎬ糖尿病 ９ 例ꎬ下肢动脉硬化闭

塞症 ６ 例ꎬ脑梗死 ２４ 例ꎬ肾功能不全 ５ 例ꎬ慢性阻塞

性肺病 ４ 例ꎮ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合并症等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２. 方法:５０ 例患者行 ＣＥＡ 治疗ꎬ均在全麻下进

行ꎮ 采用胸锁乳突肌前缘斜切口ꎬ牵开胸锁乳突肌

显露颈动脉鞘ꎬ游离显露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及颈外

动脉ꎬ注意保护迷走神经、舌下神经、喉上神经等ꎮ
经静脉肝素化后ꎬ先后阻断颈内动脉、颈外动脉及颈

总动脉ꎬ常规测颈内动脉反流压ꎬ如果反流压 >
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不使用转流管ꎬ反流

压 < ４０ｍｍＨｇ 则使用转流管ꎮ 沿颈总动脉做纵行切

口并延至颈内动脉病变段以远ꎬ完整剥除增生的内

膜及斑块ꎬ ７￣ｐｒｏｌｅｎｅ 线缝合固定远端内膜片ꎬ肝素

盐水反复冲洗动脉管腔去除疏松的碎屑及漂浮的内

膜片ꎮ 常规选择涤纶补片扩大成形ꎬ防止术后再狭

窄ꎮ 术后给予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ꎮ
５５ 例患者行 ＣＡＳ 治疗ꎬ其中全麻 ３３ 例ꎬ局麻

２２ 例ꎮ 均采用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 技术穿刺股动脉ꎬ 经动脉

鞘全身肝素化ꎬ超选治疗侧颈动脉ꎬ９０ｃｍ 长鞘置入

颈总动脉ꎬ行全脑血管造影ꎬ选择合适的角度使颈

内、颈外动脉分叉完全展开ꎬ评价病变段血管狭窄率

和狭窄段长度ꎬ选择合适的脑保护装置置入病变段

远端的颈内动脉ꎬ距离病变部位 ２ｃｍ 以上ꎮ 选择合

适的球囊进行预扩张ꎬ然后在病变段置入合适的支

架ꎬ根据术中情况决定是否给予后扩张ꎮ 回收脑保

护装置ꎬ并再次行颈动脉造影及全脑血管造影ꎬ与术

前对比ꎮ 围手术期常规给予双联抗血小板治疗ꎮ
３.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统计学软件分析

处理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两组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采用

卡方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ꎮ ＣＥＡ 组中有 ２ 例

患者使用转流管ꎬ其余患者均未使用转流管ꎬ所有患

者均使用补片扩大成形ꎮ ＣＥＡ 组围手术期并发症

发生率为 １４％ (７ / ５０)ꎬ包括同侧局灶性脑梗塞 １
例ꎬ表现为一过性肢体肌力减退ꎬ药物治疗后恢复ꎬ１
例 ＴＩＡ 发作ꎬ脑 ＭＲＩ 检查未发现脑梗塞ꎬ给以药物

对症治疗ꎬ未再出现症状顺利出院ꎮ 声音嘶哑 ３ 例ꎬ
给以营养神经药物ꎬ术后门诊随诊均恢复ꎮ 刀口血

肿 １ 例ꎬ为引流管堵塞ꎬ局部肿胀ꎬ后逐步吸收ꎬ未再

次手术ꎮ 泌尿系感染 １ 例ꎬ抗炎治疗后好转ꎮ ＣＡＳ
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为 ２０％ (１１ / ５５)ꎬ包括局

灶性脑梗塞 １ 例ꎬ术后一侧肢体活动障碍ꎬ给以药物

对症治疗后肌力恢复ꎮ 颈动脉窦综合征 ５ 例ꎬ表现

为术后低血压ꎬ需要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ꎬ药
物维持 ３ ~ ５ 天后均停止使用ꎬ血压恢复正常ꎮ 颈内

静脉血栓 １ 例ꎬ抗凝治疗后好转ꎮ 肾功能不全 ３ 例ꎬ
给以药物治疗后好转ꎬ未行透析治疗ꎮ 肺部感染

１ 例ꎬ抗感染治疗后康复ꎮ 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ꎬ围
手术期无患者死亡ꎮ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４１５)

讨　 论

颈动脉狭窄性疾病是老年人的常见疾病ꎬ也是

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ꎮ 脑卒中在世界范围内导致

死亡的因素中高居第二位ꎬ而 １５％ ~ ２０％ 的脑卒中

是由颈动脉狭窄引起[１]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ＤｅＢａｋｅｙ
等[２]实施了第一例颈动脉内膜剥脱术(ＣＥＡ)ꎬ从此

开始了颈动脉疾病的外科治疗时代ꎬＣＥＡ 成为颈动

脉硬化性狭窄的标准治疗方法ꎮ １９８１ 年ꎬＭａｔｈｉａｓ
等[３]报道了第一例颈动脉球囊扩张术ꎬ之后颈动脉

支架术(ＣＡＳ)得到了迅速发展ꎬ成为治疗颈动脉狭

窄性疾病的另一种选择ꎮ 关于 ＣＥＡ 和 ＣＡＳ 孰优孰

劣一直是业界争论的焦点ꎬＣＲＥＳＴ 试验的结果显

示ꎬ两种治疗的方法的 ４ 年终点事件的发生率无显

著差异[４]ꎬ目前还有几个随机对照试验如 ＡＣＴ￣１ꎬ
ＡＣＳＴ￣２ꎬ ＳＰＡＣＥ￣２ 正在进行中ꎮ 对于对侧同时存在

颈动脉狭窄ꎬ尤其是重度狭窄的患者ꎬ是选择 ＣＥＡ
还是 ＣＡＳꎬ哪一侧优先治疗以及术中具体操作细节

等方面目前尚存争议ꎮ
对于双侧颈动脉同时存在重度狭窄的患者ꎬ一

般的观点是首先处理狭窄重的一侧ꎮ 有研究者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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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颈动脉斑块的性质进行了研究ꎬＳｅｌｗａｎｅｓｓ 等[５] 对

１ ４１４ 例患者进行了 ＭＲＩ 检查ꎬ发现斑块内出血更

多发生于左侧颈动脉斑块ꎬ而右侧颈动脉则钙化较

重ꎬ从而提示左侧颈动脉斑块更不稳定ꎮ 但也有研

究并不支持此观点ꎬＤｏｏｎａｎ 等[６]的研究则显示双侧

颈动脉斑块在组织学上和回声性质等方面并无差

异ꎬ但由于对侧颈动脉狭窄的存在ꎬ需要更密切监测

和更积极的治疗ꎮ
本组患者绝大多数是根据术前彩超及 ＣＴＡ 结

果先处理狭窄较重的一侧ꎮ 但同时也要根据患者的

病史、症状以及彩超或 ＭＲＡ 提示是否为不稳定斑

块来决定ꎮ 如果既往有明确的一侧脑梗塞或反复发

作的 ＴＩＡ 病史ꎬ且彩超及 ＭＡＲ 提示该侧颈动脉斑

块为不稳定斑块ꎬ则可以认为脑梗塞或 ＴＩＡ 为该侧

颈动脉狭窄所致ꎬ应首先处理该侧颈动脉病变ꎮ 另

外ꎬ在某些特殊情况下ꎬ需要根据颈动脉造影结果来

确定优先治疗侧ꎮ 本组有 ２ 例患者ꎬ术前彩超及

ＣＴＡ 提示双侧均为 > ７０％ 的狭窄ꎬ拟先对狭窄程度

更重的一侧行 ＣＡＳ 治疗ꎬ但术中造影发现拟手术侧

颈动脉斑块形态极不规则ꎬ局部呈“云雾状”ꎬ如果

行 ＣＡＳ 则斑块脱落可能性极大ꎬ尽管我们常规使用

脑保护装置ꎬ但仍可能增加脑梗塞的风险ꎮ 而另外

一侧颈动脉也是重度狭窄ꎬ但形态明显更规则ꎬ因此

我们术中临时决定更改手术方案ꎬ先行另一侧的

ＣＡＳꎬ术后 ４ ~ ８ 周再行该侧的 ＣＥＡꎮ
对于合并对侧颈动脉重度狭窄的患者应该选择

ＣＥＡ 还是 ＣＡＳ 目前并无定论ꎮ 一般认为ꎬＣＡＳ 不需

要阻断颈动脉ꎬ而 ＣＥＡ 则要阻断颈动脉ꎬ虽然可以

使用转流管ꎬ但仍会有短暂的颈动脉阻断ꎬ可能会增

加脑缺血的风险ꎬ因此ꎬ对于对侧颈动脉重度狭窄尤

其是闭塞的患者ꎬ行 ＣＡＳ 可能是更安全的选择ꎮ
Ａｎｔｏｎｉｏｕ 等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ꎬ对侧颈动脉闭塞

的患者行 ＣＥＡ 手术风险加大ꎮ 他们分析了 ４６ 篇报

道 ２８ ８４６ 例 ＣＥＡ 手术ꎬ３ １２０ 例患者对侧颈动脉闭

塞ꎬ２５ ７２６ 例患者对侧颈动脉通畅ꎮ 结果显示相对

于对侧通畅者ꎬ对侧颈动脉闭塞组有更高的脑卒中、
ＴＩＡ 及死亡率[７]ꎮ Ｆａｇｇｉｏｌｉ 等[８] 的研究显示对侧颈

动脉闭塞行 ＣＥＡ 时是出现脑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

子ꎬ但行 ＣＡＳ 则不是出现脑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

子ꎮ Ｍｅｒｃａｄｏ 等[９] 则报道了 ５ ５００ 例 ＣＡＳꎬ其中

１ ３７５例患者对侧颈动脉闭塞ꎬ４ １２５ 例患者对侧颈

动脉通畅ꎬ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住院期间死亡率、非
致命性中风发生率及心肌梗死发生率并无显著差

异ꎬ从而提示对侧颈动脉闭塞的患者行 ＣＡＳ 是安全

的ꎮ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ꎮ Ｓａｍｓｏｎ 等[１０] 回顾性分析

了 ２ １８３ 例 ＣＥＡ 患者ꎬ全部不使用转流管ꎬ其中 １４７
例患者对侧颈动脉闭塞ꎬ发现对侧颈动脉闭塞组的

中风发生率及病死率并未升高ꎬ因此认为即使不使

用转流管ꎬ对侧颈动脉闭塞的患者行 ＣＥＡ 也是安全

的ꎮ 但作者认为这可能得益于较短的颈动脉阻断时

间、精细的操作、全麻以及良好的血压控制[１０]ꎮ 从

本研究的结果看ꎬ双侧颈动脉重度狭窄的患者行

ＣＡＳ 和 ＣＥＡ 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并无显著差异ꎬ
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均较低ꎬ因此ꎬ对于这部分患者ꎬ
二者都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ꎬ具体选择哪种治疗

方式要根据医师的经验、动脉形态特点和一般情况

等来决定ꎮ
本研究中 ５５ 例患者采用 ＣＡＳꎬ５０ 例患者采用

ＣＥＡ 治疗ꎮ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包括神经系统并发

症发生率无显著差异ꎮ 我们术中均常规行颈内动脉

反流压测定ꎬ反流压在一定程度上能较准确的反映

颅内侧枝循环代偿情况ꎬ如果反流压 > ４０ｍｍＨｇꎬ我
们均不使用转流管ꎬ如果反流压 < ４０ｍｍＨｇꎬ则使用

转流管ꎮ 因为转流管也可能带来斑块脱落、远端颈

内动脉夹层等并发症ꎬ因此ꎬ我们在 ＣＥＡ 术中选择

性应用转流管ꎮ 部分高危患者我们应用经颅多普勒

超声(ＴＣＤ)监测颅内血流ꎬ为手术的安全性提供了

更好的保障ꎮ 本组有 ２ 例患者术中测颈内动脉反流

压 < ４０ｍｍＨｇꎬ使用转流管ꎬ其余患者均未使用转流

管ꎬ提示我们尽管存在对侧颈动脉重度狭窄ꎬ由于颅

内有前交通、后交通及其他侧枝循环的存在ꎬ大部分

患者行 ＣＥＡ 治疗时转流管并非必需ꎮ 另外ꎬ对于双

侧病变的患者ꎬ行 ＣＥＡ 治疗时尽管大部分患者侧枝

循环建立良好ꎬ但还是要注意血压的控制ꎬ阻断期间

尽量维持较高的血压ꎬ同时也避免过长的阻断时间ꎬ
防止脑缺血缺氧ꎬ也有利于术后的恢复ꎮ 术后血压

的控制也很重要ꎬ既要防止血压过高导致高灌注综

合征甚至脑出血ꎬ又要防止低血压ꎬ引起对侧脑供血

不足ꎬＣＡＳ 术后如出现颈动脉窦综合征导致持续低

血压ꎬ要尽早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ꎬ防止对侧

脑供血不足甚至脑梗塞的发生ꎮ
双侧颈动脉病变能否同期手术也是当前存在争

议的问题ꎮ 多数学者认为双侧颈动脉病变应分期进

行ꎬＤｉｅｈｍ 等的研究显示手术时间间隔 > １ 个月的

双侧 ＣＡＳ 是安全的[１１]ꎮ 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双侧

颈动脉病变同期进行是安全的ꎬ围手术期并发症发

生率并没有增加[１２]ꎬ但尚缺乏大样本和远期随访的

证据ꎮ 理论上来讲ꎬ同期处理双侧颈动脉病变ꎬ高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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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综合征的发生率会增加ꎬ尤其是血压控制困难的

患者ꎬ发生脑出血的概率会增加ꎮ 我们对此类患者

均采取分期治疗的方法ꎬ且治疗时间间隔均 > ６ 周ꎬ
是否可以同期处理ꎬ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来证实ꎮ

从我们的回顾性研究结果看ꎬ合并对侧颈动脉

重度狭窄的患者无论是 ＣＡＳ 还是 ＣＥＡ 都是安全、
有效的ꎬ术式的选择要根据患者的全身状况、颈动脉

的形态特点以及斑块性质等来决定ꎬ远期效果及是

否可以同期手术则还需要更多的前瞻性试验来

证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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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心肺血管病杂志»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为维护广大读者的利益ꎬ现对一稿两投问题的处理声明如下:１. 本声明中所涉及的文稿均指原始研究的报告或尽管 ２ 篇

文稿在文字的表达和讨论的叙述上可能存在某些不同之处ꎬ但这些文稿的主要数据和图表是相同的ꎮ 所指文稿不包括重要

会议的纪要、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有关组织达成的共识性文件、新闻报道类文稿ꎬ以及在一种刊物发表过摘要或初步

报道而将全文投向另一种期刊的文稿ꎮ 上述各类文稿如作者要重复投稿ꎬ应向有关期刊编辑部作出说明ꎮ ２. 如 １ 篇文稿已以

全文方式在某刊物发表ꎬ除非文种不同ꎬ否则不可再将该文投寄给他刊ꎮ ３. 请作者所在单位在来稿介绍信中注明该文稿有无

一稿两投问题ꎮ ４. 凡来稿在接到编辑部回执后满 ３ 个月未接到退稿ꎬ则表明稿件仍在处理中ꎬ作者欲投他刊ꎬ应事先与该刊编

辑部联系并申述理由ꎮ ５. 编辑部认为文稿有一稿两投嫌疑时ꎬ应认真收集有关资料并仔细核对后再通知作者ꎬ在作出处理决

定前请作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ꎮ 期刊编辑部与作者双方意见发生分歧时ꎬ应由上级主管部门或有关权威机构进行最后仲裁ꎮ
６. 一稿两投一经证实ꎬ将择期在杂志中刊出其作者单位和姓名ꎬ以及撤消该论文的通告ꎻ对该作者作为第一作者所撰写的一

切文稿ꎬ２ 年内拒绝在心肺血管病杂志上发表ꎬ并就此事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ꎮ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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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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一新 孟旭 李岩 许春雷 曾文)ꎬ超声诊断

科(张纯 李晓明)
通信作者:孟旭ꎬ主任医师、教授、博导ꎬ研究方向:成人心脏外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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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经胸超声引导下无放射线经皮房间隔缺损
伞堵术６例分析

贾一新　 孟 旭　 李 岩　 许春雷　 曾 文　 张 纯　 李小明

　 　 [摘要] 　 目的: 总结一种新的无放射线的局麻下股静脉穿刺径路经胸超声引导下房间隔缺损伞堵

术临床结果ꎮ 方法:６ 例患者(男性 ３ 例ꎬ女性 ３ 例)ꎬ诊断中央型房间隔缺损(缺损直径 １８ ~ ３８ｍｍ)ꎬ心
功能正常ꎬ无合并其他心内畸形ꎬ无其他系统功能障碍ꎬ采用新的手术方法ꎬ于外科手术室(无放射设

备)ꎬ局麻下经股静脉径路ꎬ经长鞘管ꎬ在经胸超声引导下行房间隔伞堵术ꎮ 结果:６ 例封堵术均取得成

功ꎬ耗时 １２ ~ ５６ 分钟ꎬ６ 例手术均无须行其他麻醉、无须改其他切口ꎬ６ 例患者无须进入 ＩＣＵꎬ术后无封堵

伞脱落ꎬ术后复查无明显残余分流ꎮ 术后平均住院时间 ２ ７ 天ꎮ 结论:无放射线的局麻下股静脉穿刺径

路经胸超声引导下房间隔缺损伞堵术作为一种微创、无放射线损伤的新的手术方式ꎬ可以为外科医生治

疗一些较简单的房间隔缺损患者提供选择ꎮ
[关键词] 　 超声引导ꎻ房间隔缺损ꎻ伞堵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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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ｖｅ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ｔｈｏ￣
ｒａｃｉｃ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ｘ ｃａｓｅｓ　 ＪＩＡ
Ｙｉｘｉｎꎬ ＭＥＮＧ Ｘｕꎬ ＬＩ Ｙａｎꎬ ＸＵ Ｃｈｕｎｌｅｉꎬ ＺＥＮＧ Ｗｅ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ꎬ ＬＩ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
ｇｅｒ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ꎬ 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ａ ｎｏｖｅ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ＡＳ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ｖｅ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ｉ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３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３ ｆｅｍａｌｅｓꎬ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ａ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Ｄ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
ａｍｅｔｅｒ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８ｔｏ ３８ｍｍꎬ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ｔｈｅｒ ｈｅａｒｔ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ｓ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ｎｏ￣
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ＳＤꎬ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Ｔｈｅｓｅ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ｕｎｃｔｕｅ ｏｆ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ｖｅｉｎꎬ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ｅｃｈｏｇｒａ￣
ｐｈ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ＳＤꎬ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ｈｕｎｔ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ｗｉｔｈ ａ ｎｏｎ￣ＩＣＵ￣ｓｔａｙ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 ２ ７ ｄａｙ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Ｓ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ｖｅ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ｅｃｈ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ｅａｓ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Ｓ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ａｌｓ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ꎻ Ａｔｒｉａｌ 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ꎻ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ｃｌｏｓｕｒｅ

　 　 房间隔缺损(ＡＳＤ)是是发病率最高的先天性心

脏病(先心病)之一ꎮ 目前对于单纯的 ＡＳＤꎬ其治疗

方法有三种:心内直视修补、内科介入封堵、外科小

切口封堵ꎮ 通常对于直径 > ３５ｍｍ 的 ＡＳＤꎬ较少采

用介入封堵ꎬ而外科小切口封堵以作者经验可以放

宽至 ４２ｍｍꎬ对于某些上腔型、下腔型或巨大的 ＡＳＤ
则只能采用心内直视修补ꎮ 介入封堵无切口ꎬ但有

放射线照射ꎬ外科封堵虽无放射线照射ꎬ却仍需麻

醉ꎬ并有胸壁小切口ꎮ 鉴于此ꎬ我们尝试对于某些中

央型简单 ＡＳＤꎬ结合介入和外科操作的特点ꎬ尝试

了无放射线的局麻下ꎬ股静脉穿刺径路经胸超声

４７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 ３４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６



　 　 　 　 表 １　 ６ 例患者术前情况汇总

患者

编号
性别 年龄 / 岁

ＡＳＤ 特征 / ｍｍ
最大径 上边径 下边径 前边径 后边径 房室瓣 冠状窦 右肺 Ｖ

ＰＡＰ / ｍｍＨｇ

１ 男 ２４ ２１ １４ １６ ９ ８ １２ １５ １８ －
２ 男 ２９ １８ １７ １２ ６ ８ １１ １０ ８ ３８
３ 女 ３２ ２５ ７ １３ ２ ６ １４ １２ １８ ３６
４ 女 ３０ ２７ １２ ８ ４ ５ １０ ９ １２ －
５ 女 ４６ ３８ １０ ７ ０ ４ ８ ５ ８ ４２
６ 男 ４３ ２２ ９ １４ ６ １２ １４ １２ １６ －

　 　 注:最大径为经胸超声四腔心、短轴及长轴切面测得的缺损最大直径ꎻ上边径为缺损的上边至上腔静脉入右心房处的距离ꎻ下边径为缺损

的下边至下腔静脉入口的距离ꎻ前边径为缺损的前端至房间隔与主动脉的相交点ꎻ后边径为缺损的后端至右心房后壁的距离ꎻ房室瓣、冠状窦

及右肺 Ｖ 分别为自缺损边缘至房室瓣、冠状静脉窦入口及右肺静脉入口的距离ꎻＳＰＡＰ 为收缩期肺动脉平均压ꎬ单位 ｍｍＨｇ(超声 ＴＩ 法估测ꎬ无
三尖瓣反流即无数据回报)ꎻ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引导下 ＡＳＤ 伞堵术ꎬ现报道如下ꎮ

资料与方法

１. 患者选择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６ 例

患者ꎬ男性 ３ 例ꎬ女性 ３ 例ꎬ年龄 １８ ~ ４３ 岁ꎬ诊断 ＩＩ
孔型 ＡＳＤ(中央型)ꎬ左向右分流ꎬ缺损直径 １８ ~
３８ｍｍꎬ心功能 Ｉ 级ꎬ无或轻度三尖瓣反流ꎬ无中度以

上肺动脉高压ꎬ无合并其他心内畸形ꎬ无其他系统功

能障碍(表 １)ꎮ
２. 方法　 患者于外科手术室手术台平卧ꎬ给予

镇静ꎬ保持清醒ꎮ 腹股沟区消毒ꎬ铺巾ꎬ前胸壁袒露ꎬ
以便行超声检查ꎮ 超声测量 ＡＳＤ 直径后ꎬ选择适宜

口径 Ｓｔｅｅｒ ＥａｓｅＴＭ输送鞘套包(先健科技ꎬ广东)ꎮ 以

每公斤体质量 １ｍｇꎬ给予静脉肝素后ꎬ股静脉穿刺ꎬ
置入导丝(导丝测量长度并做好标记至胸骨右缘第

四肋)至右心房ꎬ可过或不过房间隔缺损(因超声差

异ꎬ导丝较细ꎬ超声影像并不能明确)ꎮ 扩张器扩皮

后ꎬ置入输送鞘ꎬ预充鞘内肝素 ０. ９％氯化纳液以排

气ꎮ 输送鞘至右心房后可见明显超声影像ꎬ利用输

送鞘尖端弯度调整方向ꎬ使其跨过 ＡＳＤꎬ经输送鞘

送入封堵伞(Ｈｅａｒｔｈ ＲＴＭ先健科技ꎬ广东ꎮ 封堵伞型

号大于 ＡＳＤ 直径 ６ ~ ８ｍｍ)ꎬ可部分释放前伞呈圆球

型ꎬ封堵伞在超声影像下显示强回声并有少量气泡

溢出ꎬ此时在超声引导下ꎬ调整封堵伞位置ꎬ合适后

释放前伞及后伞ꎮ 超声观察缺损残余分流ꎬ二尖瓣、
三尖瓣和主动脉瓣瓣膜活动情况ꎬ并观察心电图有

无传导阻滞ꎬ待确定无异常后ꎬ完全释放输送钢缆ꎮ
完成手术后给予鱼精蛋白中和肝素ꎬ股静脉压迫 １０
分钟ꎬ患者送回普通病房ꎬ心电监护ꎬ制动 １２ 小时ꎮ
术后口服阿司匹林ꎮ

结　 果

６ 例患者手术均成功ꎬ选用封堵伞型号为 ２４ ~

４４ｍｍꎬ手术耗时 １２ ~ ５６ 分钟ꎮ 无术中须改其他麻

醉方法ꎬ无须改变其他切口情况ꎻ无血栓形成、栓塞

情况发生ꎻ释放封堵伞时有少量气泡溢出ꎬ但无气体

栓塞情况ꎻ术中无穿刺部位出血、心脏穿孔、心包填

塞及心律失常等并发症出现ꎻ术毕超声检查无残余

分流ꎬ无压迫主动脉瓣、二尖瓣瓣叶至活动不良情

况ꎻ术后无失血、无溶血及无封堵器移位或脱落ꎻ术
后 ３ 个月复查无残余分流、传导阻滞、心内膜炎等并

发症情况(表 ２)ꎮ

表 ２　 ６ 例患者手术情况汇总

患者编号 封堵伞型号 / ｍｍ 手术耗时 / 分钟 术后住院天数 / 天
１ ２８ ４３ ２
２ ２４ ２２ ３
３ ３２ １８ ２
４ ３４ ２３ ３
５ ４４ ５６ ３
６ ２８ １２ ３

讨　 论

ＡＳＤ 的封堵治疗研究始于 １９７４ 年ꎮ Ｋｉｎｇ 和

Ｍｉｌｌｓ 等[１]于 １９７６ 年首次试用经导管运载双伞形补

片封闭器ꎬ对成人 ＡＳＤ 患者进行封闭获得成功ꎬ但
其运载补片的输送系统直径达 ２３Ｆꎬ 直径 ２０ ｍｍ 以

内的中央型继发孔 ＡＳＤꎬ临床极难推广[１]ꎮ １９７６
年ꎬ第一代 Ｒａｓｈｋｉｎｄ 双面伞闭合器问世ꎬ并成功地

将 ＡＳＤ 进行了封堵术治疗ꎮ １９８９ 年 Ｌｏｃｋ 等设计了

双伞型闭合器ꎬ称之为蛤壳型闭合器(Ｃｌａｍｓｈｅｌｌ ｏｃ￣
ｃｌｕｄｅｒ)关闭 ＡＳＤꎬ 但在临床试验中发现残余分流率

高ꎮ １９９０ 年 Ｓｉｄｅｒｉｓ 应用纽扣式双盘闭合系统装置

关闭 ＡＳＤꎬ其系统为左心房侧正补片ꎬ右心房侧反

补片ꎬ成功封堵成人和婴幼儿 ＡＳＤ 数百例ꎬ但由于

操作复杂、残余分流率高而未能推广应用ꎮ Ａｍｐｌａｔ￣
ｚｅｒ 于 １９９７ 年开发了镍钛合金编织的新一代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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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ꎬ使先心病介入治疗的安全性和成功率得到了明

显提高ꎬ由此ꎬ简单先心病的治疗大都采用了内科介

入封堵术[２]ꎮ
外科封堵治疗则始自上个世纪末ꎮ １９９７ 年ꎬ

Ａｍｉｎ 等首先为 １ 例肌部室间隔缺损的婴儿在非体

外循环下成功的实施了经心室封堵室间隔缺损的手

术ꎮ ２００３ 年ꎬＡｍｉｎ 成功地在动物试验中经心室封

堵了膜周室间隔缺损ꎮ 同年 Ｂａｃｈａ 报道封堵关闭膜

周部室间隔缺损已运用于临床ꎮ ２００５ 年ꎬＤｉａｂ 等[３]

报道了采用 Ｈｙｂｒｉｄ 方法ꎬ术中经心室关闭多发性肌

部室间隔缺损ꎮ ２００７ 年 Ｄｉａｂ 等[５] 报道ꎬ运用 Ａｍｐ￣
ｌａｔｚｅｒ 伞经右心房封堵 ＡＳＤꎮ 国内 ２００２ 年ꎬ俞世强

等[４]首先报道ꎬ大组经胸小切口非体外循环下伞片

封堵 ＡＳＤ 手术病例ꎮ 外科封堵术早期较多用于内

科介入操作困难的室间隔缺损病例ꎮ 而对于 ＡＳＤ
病例ꎬ经胸小切口右心房穿刺封堵术相较于介入封

堵术ꎬ首先没有放射线照射ꎻ其次对于某些较大的缺

损(直径 > ３５ｍｍ)仍可采用ꎻ第三ꎬ住院费用相对较

低ꎻ因此仍然成为一些患者的选择ꎮ 当然ꎬ外科经胸

封堵术仍需气管插管ꎬ全身麻醉ꎬ食道超声引导ꎬ并
且胸壁有 ２ｃｍ 的切口ꎮ

在完成了数百例经胸小切口 ＡＳＤ 伞堵术后[６]ꎬ
在积累了食道超声判断引导和封堵技术经验后ꎬ我
们尝试仿效内科介入操作的方法ꎬ采用内科介入器

材ꎬ但完全由经胸超声引导下的封堵术ꎮ 其优点显

而易见:相较于介入技术ꎬ没有放射线照射ꎻ相较于

外科小切口封堵ꎬ没有全身麻醉ꎬ没有切口ꎮ 事实

上ꎬ进行此手术方式初期尝试的第一位患者ꎬ我们仍

然采用的气管插管、全身麻醉、食道超声引导ꎬ并且

胸壁消毒铺巾ꎬ以便不能成功后改用胸壁小切口径

路ꎻ第二位患者未经气管插管和全身麻醉ꎬ而经食道

超声引导进行封堵ꎬ虽然亦封堵成功ꎬ但患者感受较

为痛苦ꎮ 在与超声科和麻醉医师沟通后ꎬ由此采用

了不麻醉、经胸超声引导、经股静脉穿刺径路的封堵

方式ꎬ并顺利完成本组六例手术ꎮ 鉴于技术难度和

风险未知ꎬ早期我们选择了年轻患者、中等大小

ＡＳＤ、且其各边缘 > ５ｍｍ 的简单病例ꎬ后来ꎬ随着技

术程序日臻完善ꎬ我们也尝试较大年纪患者且 ＡＳＤ
某一边缘不足的病例ꎬ均获得成功ꎮ 第五例病例费

时较长ꎬ即其缺损较大ꎬ最大径达 ３８ｍｍꎬ且主动脉

端边缘为 ０ꎬ前伞释放后不易卡住ꎬ脱落回右心房ꎬ
尝试多次后ꎬ封堵伞“腰部”“抱住”主动脉根部才获

得成功ꎮ 而我们能从容地一再尝试封堵ꎬ也是因为

患者身处外科手术室ꎬ并且做好了静吸复合麻醉ꎬ改
胸壁小切口封堵甚至立即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修补

的准备ꎮ
另外ꎬ如前文所述ꎬ导丝在超声下影像不明显ꎬ

须事先做好标记ꎬ以期其尖端到达右心房ꎮ 导丝不

必一定跨越 ＡＳＤꎬ而可将封堵伞前伞略微释放ꎬ这
样ꎬ在超声影像下ꎬ输送鞘前段将出现小球型强回

声ꎬ便于定位ꎮ 此是与放射线下操作的不同之处ꎬ经
验来源于小切口经胸封堵术ꎮ

诸如房缺伞堵术的并发症及远期预后ꎬ介入封

堵与外科封堵相差不多ꎬ且多有研究报道[７]ꎬ本文

不再赘述ꎮ 本组患者随访 ３ 个月 ~ １ 年ꎬ未见明显

不良预后ꎬ与其他研究一致ꎮ
本研究认为ꎬ无放射线的局麻下股静脉穿刺径

路经胸超声引导下 ＡＳＤ 伞堵术作为微创、简便、安
全的新手术方法可以适用于较多的成人患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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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微创右腋下直切口与胸骨正中切口在心内
直视手术中的对比

谭 燕　 黄 苏　 胡传贤　 徐志伟　 吴发福

　 　 [摘要] 　 目的:比较右腋下直切口与胸部正中切口两种手术路径ꎬ在心内直视手术治疗常见先天

性心脏病(先心病)的临床结果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常见简单先心病房间隔

缺损、室间隔膜部缺损、部分性心内膜垫缺损行微创右腋下直切口心内直视手术 ３３ 例ꎬ选取既往相同疾

病行传统胸部正中切口 ４１ 例ꎮ 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输血量、术后引流量、术后呼吸

机使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预后并进行总结ꎮ 结果:两组患者均无死亡、出血致二次手术等重大并发

症ꎬ在体外循环时间、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上两组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而在手术时间、
输血量、术后引流量和术后住院时间方面微创右腋下直切口组均优于传统胸骨正中切口组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术后随访 ６ 个月ꎬ两组患者超声心动图(ＵＣＧ)均未发现残余分流、心包积液等并发

症ꎬ传统胸部正中切口组 ４ 例患者出现鸡胸畸形ꎬ而微创切口组均恢复良好ꎮ 结论:在常见先心病心内

直视手术治疗中ꎬ微创右腋下直切口安全美观ꎬ 并不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ꎬ在术后恢复上显著优于传

统胸骨正中切口ꎮ
[关键词] 　 先天性心脏病ꎻ右腋下直切口ꎻ心脏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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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 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ｓ ａｓ ｓａｆｅ ａ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ｔｅｒｎｏｔｏｍｙꎬ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 ｓｕｂ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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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ｄｄｅｎ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ꎬ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ꎻ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Ｒｉｇｈｔ ｓｕｂ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传统心内直视手术采用胸骨正中切口创伤较

大ꎬ部分患者出现胸骨畸形愈合ꎮ 近年来ꎬ随着器械

的更新以及心脏外科技术的日臻成熟ꎬ微创心内直

视手术也成为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２]ꎮ 目前ꎬ主要

包括微创小切口、完全胸腔镜及机器人手术[３]ꎮ 完

全胸腔镜及机器人手术需要相关设备且学习曲线较

长ꎬ难以推广应用ꎬ而微创小切口无需大型设备ꎬ操
作较为简单ꎬ但是对于微创小切口心内直视手术的

安全性尚存争议ꎮ 淮安医院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以来ꎬ对
常见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采用右腋下直切口手

术治疗ꎬ并与既往同类手术行传统胸骨正中切口的

患者相关指标进行对比ꎬ相关结果现报告如下ꎮ 与

文献报道不同在于本中心经右腋下直切口建立体外

循环ꎬ避免股动静脉插管创伤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微创切口组共有 ３３ 例患者ꎬ其
中单纯继发孔房间隔缺损(ＡＳＤ)１３ 例ꎬ部分性心内

膜垫缺损(ＰＥＣＤ)５ 例ꎬ膜部室间隔缺损(ＶＳＤ)１５
例ꎬ均采用右腋下直切口ꎮ 传统切口组 ４１ 例ꎬ为既

往 ３ 年内同类患者行传统胸部正中切口者ꎬ包括单

纯继发孔 ＡＳＤ １３ 例ꎬＰＥＣＤ ９ 例ꎬ膜部 ＶＳＤ ２０ 例ꎮ
所有患者术前均经超声心动图明确诊断并排除手术

禁忌ꎮ 两组患者术前资料对比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术前资料对比(％ ꎬｘ ± ｓ)
组别 年龄 / 岁 体质量 / ｋｇ 女性 / ％ 心功能分级(ＮＹＨＡ) 左心室射血分数 / ％ 心胸比率

微创组(ｎ ＝ ３３) １１ ９(３ ２ ~ ２２ ４) ２３ ９ ± １０ ３ ４２ ４ １(１ ~ ２) ５８ ２ ± ６ ４ ０ ６６ ± ０ ０７
传统组(ｎ ＝ ４１) ９ ６(２ ９ ~ １９ ３) ２５ ３ ± ７ ６ ４１ ５ ２(１ ~ ３) ５７ ３ ± ５ ３ ０ ６２ ± ０ １１

Ｐ 值 ０ ０９ ０ ０６ —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２. 手术方法 　 微创组病例采用双腔气管插管

及静脉复合全身麻醉ꎬ左侧卧位ꎬ左腋下垫高 ３０°ꎬ
右上肢屈曲悬吊于麻醉头架ꎬ术前参照胸部正位片

确定右心房中点水平线在右侧胸壁所对应的肋间ꎬ
术中以该肋间为参照做右腋中线直切口ꎬ如为 ＶＳＤ
则经该肋间或其上一肋间(多为第四或五肋间)进

胸ꎻ如为 ＶＳＤ 则经下一肋间(多为第五或六肋间)进
胸ꎬ切口长度为小儿 ６ ~ ８ｃｍꎬ成人为 １０ ~ １２ｃｍꎮ 进

胸后用两个微创胸部撑开器十字交叉撑开ꎬ单肺通

气后直视下于膈神经前方约 １ ５ｃｍ 处纵形切开心

包并悬吊ꎮ 经右腋下直切口内行升主动脉、上、下腔

静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主动脉插管器械及手术图

片见图 １ ~ ２)ꎮ

图 １　 自制插管器械

图 ２　 经右腋下直切口内插管建立体外循环

继发孔房间隔缺损均在心脏不停跳下修补ꎬ膜
部 ＶＳＤ 及部分型心内膜垫ꎬ通过主动脉根部插灌注

针顺行灌注心脏停跳液后停跳修补ꎬ继发孔房间隔

缺损 < ８ｍｍ、ＶＳＤ <５ｍｍ 者直接带垫片褥式缝合ꎬ缺
损较大者则以戊二醛处理的心包补片修补ꎮ 查无残

余分流后关闭右心房切口ꎬ关闭前排尽心腔积气ꎬ开
放升主动脉ꎬ该组所有 ３３ 例患者心脏均自动复跳ꎬ
循环满意后停体外循环ꎬ关闭心包切口ꎬ经腋后线第

七肋间置右胸腔引流管ꎬ粗丝线合拢肋骨ꎬ逐层关闭

右腋下直切口ꎮ 术毕带气管插管回心脏重症监

护室ꎮ
传统组采用胸部正中切口ꎬ常规建立体外循环ꎬ

手术过程同微创组ꎮ
３. 观察指标　 比较微创组于传统组手术时间、

体外循环(ＣＰＢ)时间、输血量、术后呼吸机辅助时

间、术后引流量及术后住院天数等指标ꎬ并通过电话

及门诊进行随访ꎮ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 ０ 统计软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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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分析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用频数(率)记录ꎬ比
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术后均恢复顺利ꎬ无二次开胸止血

及围手术期死亡等重大并发症ꎮ 微创组均按照预期

手术方案完成ꎬ无中途改为胸部正中切口ꎮ 微创组

体外循环时间及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与传统组相比

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ꎻ手术时间ꎬ输血

量、术后引流量、术后住院天数均短于传统组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患者术后临床资料对比 (ｘ ± ｓ)
组别 手术时间 / 分钟 ＣＰＢ 时间 / 分钟 呼吸机辅助时间 / 小时 输血量 / ｍＬ 引流量 / ｍＬ 术后住院天数 / 天

微创组(ｎ ＝ ３３) １４８ ± ２２ ５７ ± １９ ６ ８ ± ２ １ ６７ ± １１ ７２ ± ２１ ４ ２ ± ０ １
传统组(ｎ ＝ ４１) １７７ ± ２７ ５４ ± １１ ７ １ ± ３ ３ １２６ ± ２７ １５５ ± ３１ ８ ３ ± ０ １

Ｐ 值 ０ ０１８ ０ １０７ ０ １５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下转第 ４９５ 页)

２. 两组病例均通过门诊或电话随访 ６ 个月ꎬ随
访率 １００％ ꎮ 两组患者 ６ 个月后复查 ＵＣＧ 均无残余

畸形ꎬ心功能均为 Ｉ 级ꎮ 传统组患者胸部正中切口

均有不同程度疤痕增生ꎬ其中 ４ 例患者出现轻度鸡

胸畸形ꎻ微创组患者胸廓无畸形ꎬ切口愈合良好ꎬ明
显较传统组隐蔽美观ꎮ

讨　 论

胸骨正中切口行心脏手术ꎬ因其良好的暴露ꎬ能
满足开展各种心脏手术而成为心血管手术的经典径

路[５]ꎬ在心血管外科中长期占统治地位ꎮ 但因其需

纵劈胸骨ꎬ创伤大、出血多ꎬ住院时间长ꎬ小儿易形成

鸡胸ꎬ康复后易遗留明显的疤痕ꎬ对患者术后身心造

成长期负面影响ꎮ 随着外科整体技术的不断完善以

及微创器械的更新ꎬ近些年涌现了各种微创切口ꎬ如
右前外侧切口ꎬ胸骨旁切口ꎬ胸骨下段切口等ꎮ

目前大多数医学中心采用微创右前外侧切口进

入第三或者第四肋间手术ꎬ该切口需要游离乳腺组

织ꎬ尤其在女性患者会影响今后乳腺的发育及感觉ꎮ
而右腋下直切口因其切口位于腋中线ꎬ远离乳腺及

其前胸肌肉组织ꎬ进胸时经前锯肌间隙仅切开肋间

肌ꎬ手术创伤小ꎬ保持了胸廓的完整性ꎬ不影响乳腺

及肌肉组织的发育[６]ꎻ虽与心脏间隔个右肺ꎬ但经

适当的心包悬吊后仍能取得满意的术野暴露ꎬ适用

于大多数经右心的手术ꎮ
从表 ２ 中的结果来看ꎬ两组患者的体外循环时

间、术后呼吸机辅组时间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而微

创组手术时间、输血量及术后引流量及术后住院日

均少于传统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证实经右腋下直

切口径路行心脏手术与胸骨正中切口径路具有同等

的手术安全性和可靠性ꎬ而患者的恢复则明显优于

传统组ꎮ 两组患者体外循环时间无明显差异ꎬ而微

创组手术时间明显短于传统组ꎬ表明微创切口的止

血及开关胸用时较少ꎬ较传统胸部正中切口更为

快捷ꎮ
经右腋下直切口径路暴露心脏与胸骨正中切口

不同ꎬ上、下腔静脉及右心房显露好ꎬ升主动脉较深ꎬ
显露欠佳ꎬ因而各种手术操作宜尽可能一步到位ꎬ对
手术者要求较高ꎬ需有娴熟的心脏外科技巧的医师

完成[７]ꎮ 虽然有相关文献显示右腋下直切口径路

进胸肋间经第 ３ 肋间易于显露升主动脉ꎬ方便主动

脉插管ꎬ但显露下腔静脉差[８]ꎻ经第 ４ 肋间易于显露

下腔静脉ꎬ但升主动脉显露不良[９]ꎮ 不过我们的实

际操作体会是通过胸部正位片确定右心房中点水平

线在右侧胸壁所对应的肋间为基准点ꎬ如患者是房

间隔缺损则依此点的上一肋间进胸ꎻ如为室间隔缺

损则依此点的下一肋间进胸ꎻ如此点恰好位于肋间

则从此肋间进胸ꎮ 用此法确定的进胸肋间不但便于

显露升主动脉、下腔静脉ꎬ同时利于手术操作ꎮ 切口

的长度则以进胸肋间为中点ꎬ分别向上、下各延长两

个肋间ꎮ 因自前锯肌间隙进胸ꎬ手术仅切断肋间肌

勿需切断肋骨ꎬ未破坏胸廓的完整性ꎬ故手术创伤

小ꎬ非常利于术后的恢复ꎮ
鉴于术野较深ꎬ进胸后沿膈神经前方约 １ ５ ~

２ ０ｃｍ 处切开心包呈“Ｌ”形切口ꎬ注意保护膈神经ꎬ
以防损伤造成膈肌瘫痪ꎮ 经右腋下直切口建立体外

循环因术野深、显露差十分困难ꎬ目前大多数文献报

道均是经股动静脉插管及颈内静脉插管建立体外循

环ꎬ增加了患者的额外创伤ꎬ同时颈内静脉插管可能

会出现颈部血肿压迫呼吸道的风险ꎮ 为此我们自制

了如图 １ 所示的器械ꎬ可以将插主动脉、腔静脉的管

道变成硬管ꎬ方便插管的可控性ꎻ用自制的游离下腔

静脉器械ꎬ可以任意塑形ꎬ又有一定的强度能很方便

地进行下腔静脉套带阻断ꎮ 通过上述器械的辅助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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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肺动脉 ＣＴ 造影检查对肺动脉肉瘤鉴别
诊断的意义

甘辉立　 张健群　 黄小勇　 冯 磊　 孙建超　 赵 映　 朱光发　 陈 东

　 　 [摘要] 　 目的: 比较分析各种诊断方法对肺动脉肉瘤(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ａｒｃｏｍａꎬＰＡＳ)的诊断正确

率ꎬ以探讨提高肺动脉肉瘤的诊断正确率的方法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安贞

医院收治 １９ 例肺动脉肉瘤的 ＣＴ 平扫、超声心动图、胸部 Ｘ 线平片、心电图、通气灌注扫描及肺动脉 ＣＴ
造影(ＰＡＣＴＡ)对肺动脉肉瘤的诊断正确率和特点ꎮ 结果: １４ 例手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肺动脉肉瘤ꎻ５
例未行手术治疗者ꎬ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ＰＥＴ￣ＣＴ)检查显示为:氟脱氧葡萄糖摄取异常增高团块影ꎮ
１９ 例患者的 ＰＡＣＴＡ 均显示蚀壁征ꎻ对于前 １２ 例 ＰＡＳꎬ因为不认识肺动脉 ＣＴＡ “蚀壁征”而导致全部术

前误诊ꎻ而后 ７ 例ꎬ因为发现 ＰＡＣＴＡ “蚀壁征”均诊断正确ꎮ ＰＡＣＴＡ “蚀壁征”诊断正确率高于 ＣＴ 平扫、
超声心动图、胸部 Ｘ 线平片、心电图及通气灌注扫描ꎮ 结论:ＣＴ 平扫、超声心动图、胸部平片、心电图及

通气灌注扫描对肺动脉肉瘤的诊断均无特异性ꎬ均对 ＰＡＳ 的鉴别诊断价值不大ꎬ而在 ＰＡＣＴＡ 中的“蚀壁

征”征象具有肺动脉肉瘤疾病特征性ꎬ有助于肺动脉肉瘤与肺动脉栓塞性疾病的早期鉴别诊断ꎮ
[关键词] 　 肺动脉肉瘤ꎻ肺动脉 ＣＴ 造影ꎻ血管成像ꎻ蚀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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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ｓｉｇ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ꎬ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 ｏｒ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ａｒｃｏｍａꎻ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ＣＴＡꎻ Ｗａｌｌ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ｓｉｇｎ

表 １　 １９ 例肺动脉内瘤患者主要临床资料

病例 年龄 / 性别 入院诊断 诊断依据 肿瘤大小 / ｃｍ 肿瘤起源部位

１ ３５ / Ｆ ＣＴＥＰＨ 组织学平滑肌肉瘤 ８ × ５ 右肺动脉

２ ４１ / Ｍ ＣＴＥＰＨ 平滑肌肉瘤 １１ × ９ 肺动脉主干

３ ３９ / Ｆ ＣＴＥＰＨ 未分化肉瘤 ７ × ４ ５ 肺动脉主干

４ ４３ / Ｍ ＣＴＥＰＨ 多型性横纹肌肉瘤 ８ × ４ ５ 肺动脉主干

５ ５４ / Ｆ ＣＴＥＰＨ 内膜肉瘤 ７ × ５ 肺动脉主干

６ ５２ / Ｆ ＣＴＥＰＨ 内膜肉瘤 １０ × ４ ５ 肺动脉主干

７ ３８ / Ｍ ＣＴＥＰＨ 平滑肌肉瘤 １０ × ６ 肺动脉主干

８ ５０ / Ｆ ＣＴＥＰＨ 平滑肌肉瘤 ９ × ３ ５ 右肺动脉

９ ４７ / Ｍ ＣＴＥＰＨ 内膜肉瘤 ６ × ３ 肺动脉主干

１０ ３６ / Ｍ ＣＴＥＰＨ 内膜肉瘤 ８ ５ × ４ ５ 肺动脉主干

１１ ４３ / Ｍ ＣＴＥＰＨ 平滑肌肉瘤 ５ × ３ 肺动脉主干

１２ ６７ / Ｆ ＣＴＥＰＨ 内膜肉瘤 ９ × ４ ５ 肺动脉主干

１３ ５９ / Ｍ ＰＡＳ 内膜肉瘤 ８ ５ × ５ 左肺动脉

１４ ５５ / Ｆ ＰＡＳ 内膜肉瘤 ７ ８ × ４ ３ 左肺动脉

１５ ４７ / Ｆ ＰＡＳ ＰＥＴ￣ＣＴ:高 ＦＤＧ 显影 未手术 肺动脉主干

１６ ５９ / Ｍ ＰＡＳ ＰＥＴ￣ＣＴ:高 ＦＤＧ 显影 未手术 肺动脉主干

１７ ４３ / Ｆ ＰＡＳ ＰＥＴ￣ＣＴ:高 ＦＤＧ 显影 未手术 肺动脉主干

１８ ５８ / Ｍ ＰＡＳ ＰＥＴ￣ＣＴ:高 ＦＤＧ 显影 未手术 肺动脉主干

１９ ５６ / Ｍ ＰＡＳ ＰＥＴ￣ＣＴ:高 ＦＤＧ 显影 未手术 肺动脉主干

　 　 注:Ｆ: 女ꎻ Ｍ: 男ꎻ ＣＴＥＰＨ: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肉瘤(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ｓａｒｃｏｍａꎬＰＡＳ)是
一种临床极其罕见的肺血管系统的恶性肿瘤ꎬ自
Ｍａｎｄｅｌｓｔａｍｍ[１]于 １９２３ 年报告首例以来ꎬ全世界文

献报告仅约 ３００ 余例[２￣３]ꎮ ＰＡＳ 通常起源于肺动脉

内膜或内膜下层[２]ꎬ患者常常生前未能得到正确诊

断而猝死ꎬ或有的患者在确诊后几天至一个月左右

死亡ꎮ 最常见的症状为胸闷、胸痛ꎬ没有临床特异

性ꎬ生前得到诊断的患者多被误诊为肺动脉栓

塞[３]ꎬ进行多次溶栓治疗效果不佳后才以肺动脉栓

塞诊断寻求手术治疗[４]ꎮ 目前在 ＰＡＳ 的诊断和治

疗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足和误区ꎬ特别是在诊断方

面诸影像学诊断模式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由于病

例少见ꎬ经验不足ꎬＰＡＳ 自身具有的一些特征还没有

被充分认识ꎬ造成失诊、误诊率很高ꎬ给后续的治疗

带来更多的困难甚至错误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共收治 ＰＡＳ １９
例ꎬ积累了一定经验ꎬ为了进一步提高 ＰＡＳ 的诊断

正确率ꎬ现回顾性分析其诊断经验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北

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共收治 ＰＡＳ １９ 例ꎬ现对其

一般资料、临床及辅助检查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ꎮ
男性 １１ 例ꎬ女性 ８ 例ꎬ男女比例为 １ ３８:１ꎮ 确诊年

龄 ３２ ~ ６７ 岁ꎬ平均(４８ １ ± １３ ２)岁ꎮ １９ 例患者中

有胸闷症状的 １９ 例(１９ / １９ꎬ１００％ )ꎬ胸痛 ４ 例(４ /
１９ꎬ２１ １％ )ꎬ心悸 ７ 例 (７ / １９ꎬ３６ ８％ )、晕厥 ６ 例

(６ / １９ꎬ３１ ６％ )、咳嗽 ９ 例(９ / １９ꎬ４７ ４％ )、体质量

下降 ２ 例(２ / ９ꎬ１０ ５％ )ꎮ
１９ 例患者均进行肺动脉 ＣＴ 造影(ＰＡＣＴＡ)检

查ꎬ均是外院误诊为肺动脉栓塞推荐来我院拟行肺

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ꎮ 其中 １４ 例经手术治疗ꎬ术后

病理学及组织化学检查确诊为 ＰＡＳꎮ 另 ５ 例未行手

术治疗ꎬＰＡＣＴＡ 显示为肺动脉占位病变ꎬ而正电子

发射断层显像 ( ＰＥＴ￣ＣＴ) 显示为氟脱氧葡萄糖

(ＦＤＧ)摄取异常增高团块影ꎬ证实为肺动脉恶性占

位病变ꎮ
２. 诊断方法　 １９ 例患者入我院就诊时ꎬ全部是

以肺动脉栓塞的错误诊断来我院就诊ꎬ而该 １９ 例患

者住入我院后的诊断分为两个阶段ꎬ即前 １２ 例和后

７ 例ꎮ 前 １２ 例在我院也被误诊为肺动脉栓塞ꎬ而手

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 ＰＡＳꎮ 在回顾性总结前 １２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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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肉瘤手术病理、影像学特征的基础上ꎬ我们发

现 ＰＡＳ 的 ＰＡＣＴＡ 检查均表现出一种“蚀壁征” (图
１)的征象ꎬ具有 ＰＡＳ 疾病特征性ꎬ而我们同期回顾

性检测 １５６ 例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４２６ 例

急性肺动脉栓塞的 ＰＡＣＴＡ 征象ꎬ均未发现存在“蚀
壁征”(表 ２)ꎮ 根据这一结果ꎬ后 ７ 例患者来我院就

诊时的 ＰＡＣＴＡ 检查发现存在“蚀壁征”ꎬ因而在我

院就诊入院时即诊断为肺动脉肉瘤ꎬ其中 ２ 例经手

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 ＰＡＳꎬ另 ５ 例未行手术治疗ꎬ但
ＰＥＴ￣ＣＴ 检查均发现有 ＦＤＧ 摄取异常增高团块影ꎬ
结合 ＰＡＣＴＡ 的肺动脉占位病变ꎬ证实 ＰＡＳ 的诊断ꎬ
表 １ 显示 １９ 例 ＰＡＳ 的入院诊断、病理学诊断和

ＰＥＴ￣ＣＴ 检查结果ꎮ

表 ２　 ＰＡＣＴＡ 显示蚀壁征在肺动脉肉瘤、慢性血栓

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及急性肺动脉栓塞中的分布

组别 例数 蚀壁征(￣) 蚀壁征( ＋ )
急性肺动脉栓塞 ４２６ ４２６ ０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 １５６ １５６ ０
肺动脉肉瘤 １９ ０ １９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１９ 例患者均进行了心电图、胸 Ｘ 线片、超声心

动图检查、肺通气 /灌注扫描ꎬ５ 例进行了 ＭＲＩ 检查ꎬ
１４ 例进行了右心导管检查和支气管动脉造影ꎮ

３. 统计学分析　 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处理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 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比较用 Ｆｉｓｈｅｒ 精
确概率法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１４ 例进行了手术治疗ꎬ手术后病理学检查证

实为 ＰＡＳ(图 ２)ꎻ５ 例通过 ＰＡＣＴＡ 检查发现“蚀壁

征”未行手术治疗者的患者均进行 ＰＥＴ￣ＣＴ 检查ꎬ均
表现为肺动脉内占位病变显示为 ＦＤＧ 摄取异常增

高团块影(图 ３)ꎮ
１９ 例患者均行 ＰＡＣＴＡ 检查ꎬ均表现为肺动脉

管腔内充盈缺损者ꎬ均有蚀壁征” (图 １)ꎬ全部病例

注射对比剂后均不同程度强化ꎮ 累及肺动脉主干及

左右肺动脉者 １５ 例(１５ / １９ꎬ８７ ５％ )ꎬ单纯累及左

肺动脉干者 ２ 例(２ / １９ꎬ１０ ５％ )ꎬ单纯累及右肺动

脉干者 ２ 例(２ / １９ꎬ１０ ５％ )ꎮ 另有 ５ 例局部表现为

肺动脉管壁外浸润性生长(５ / １９ꎬ２６ ３％ )ꎬ该 ５ 例

同时发现肺动脉外转移灶(５ / １９ꎬ２６ ３％ )ꎮ
２ １９ 例患者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ꎬ对于 ４ 例

左、右肺动脉单侧病变患者ꎬ超声心动图均未发现异

图 １　 ＰＡＣＴＡ 图像 显示:肺动脉主干或一侧肺动脉被非均质占位

病变占据ꎬ并向左、右肺动脉延伸ꎻ肺动脉一侧或二侧壁被病变侵

蚀(实线箭头)ꎻ肺动脉干、左右肺动脉通常完全或部分被病变占

据ꎬ病变近端凸向右心室流出道方向或凸向血流面(虚线箭头)ꎻ
我们定义这种征象为“蚀壁征”ꎮ

图 ２　 ＰＡＣＴＡ 图像 左图:１ 例为肺动脉内有“蚀壁征”ꎬ右
图:为该患者手术后的病变标本显微镜下观( × １００)ꎬ有大

量梭形细胞呈束状、编织状或不规则排列ꎬ局部可见坏死ꎬ
肿瘤细胞异型性明显ꎬ似纤维母细胞或肌纤维母细胞样ꎮ
诊断为肺动脉内膜肉瘤(纤维母细胞肉瘤)

图 ３　 ＰＡＣＴＡ 图像 左图:为 １ 例患者肺动脉内有“蚀壁征”ꎬ未
行手术治疗ꎻ右图:为该例患者的 ＰＥＴ￣ＣＴ 显示肺动脉内占位病

变为 ＦＤＧ 摄取异常增高团块影

常变化(０ / ４)ꎻ而对存在于肺动脉干内的 １５ 例 ＰＡＳꎬ
１１ 例(１１ / １５ꎬ７３ ３％ )发现存在占位性病灶ꎬ两组比

较差异有显著性ꎮ 回顾性分析发现超声心动图发现

病变的特点是有强回声包膜ꎬ内部回声为非均质性ꎮ
对于 ４ 例左、右肺动脉单侧病变患者ꎬ超声心动图均

未发现肺动脉高压ꎬ而存在于肺动脉干内的 １５ 例

ＰＡＳ 中有 １２ 例存在肺动脉高压(１２ / １５ꎬ８０％ )ꎬ１２
例有肺动脉血流频谱改变(１２ / １５ꎬ８０％ )ꎬ表现为肺

动脉瓣口血流频谱形态呈全收缩期负向、窄带单峰

波形ꎬ频谱加速支上升较缓慢ꎬ形态近乎对称的圆钝

曲线ꎬ收缩期肺动脉射血时间(２７６ ７ ± ４６ ３)ｍｓꎻ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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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流加速时间(１０２ ３ ± １５ ６)ｍｓꎬ 显著高于正

常对照人群ꎮ
３. 本组 １９ 例全部进行了肺通气灌注扫描ꎬ１９

例(１９ / １９ꎬ１００％ )均发现有多肺段(８ ~ １３)灌注充

盈缺损ꎬ均与 ＰＡＣＴＡ 结果相符ꎬ但全部误诊为肺动

脉血栓栓塞症(１９ / １９ꎬ１００％ )ꎮ 无一例提示为 ＰＡＳ
(０ / １９)ꎮ

４. 本组 １９ 例患者术前均行胸部 Ｘ 线平片检

查ꎬ１４ 例 (１４ / １９ ) 表现出心影增大ꎮ ４ 例 ( ４ / ４ꎬ
１００％ )单侧肺动脉病变者表现为单侧肺动脉纹理

稀疏ꎬ１４ 例(１４ / １４ꎬ１００％ )双侧肺动脉病变者表现

为双侧肺动脉纹理稀疏ꎮ ２ 例(２ / １９ꎬ１０ ５％ )表现

左肺梗塞的楔状影ꎬ３ 例(３ / １９ꎬ１５ ８％ )表现为一侧

少至中等量胸腔积液ꎮ 无 １ 例提示 ＰＡＳ 诊断(０ /
１９)ꎮ

５. 本组 １９ 例患者术前均行 １２ 导联心电图检

查ꎬ本组患者 １６ 例心电图检查中均可见窦性心动过

速(１６ / １９ꎬ８４ ２％ )ꎬ其他发现电轴右偏 １５ 例(１５ /
１９ꎬ７８ ９％ )ꎬＳⅠＱⅢ ＴⅢ １０ 例(１０ / １９ꎬ５２ ６％ )ꎬ胸前

导联 ＳＴ￣Ｔ 改变 ９ 例(９ / １９ꎬ４７ ４％ )ꎬＲａＶＲ > ０ ５ｍＶ
１４ 例(１４ / １９ꎬ７３ ７％ )ꎬＲＶ１ ＋ ＳＶ５ > １ ２ｍｖ ９ 例(９ /
１９ꎬ ４７ ４％ )ꎬＶ１ / Ｖ２ 呈 ｑＲ、Ｒ、ＲＳ 或 Ｖ１￣６ 均呈 ｒＳ ９
例(９ / １９ꎬ ４７ ４％ )ꎬ右束支传导阻滞 ７ 例 (７ / １９ꎬ
３６ ８％ )ꎬＲＶ１ > １ ０ｍＶ ７ 例(７ / １９ꎬ３６ ８％ )ꎮ 但心

电图均未能对 ＰＡＳ 做出正确诊断(０ / １９)ꎮ
６. 本组 １９ 例中只有 ５ 例患者行 ＭＲＰＡ 检查ꎬ均

可以明确观察到肺动脉腔内肿块ꎬ形态特点与 ＰＡＣ￣
ＴＡ 类似ꎬ但此 ５ 例进行了 ＭＲＩ 检查均未能发现蚀

壁征征象ꎬ无正确诊断(０ / ５)ꎮ
７. 前 １２ 例患者在术前均诊断为慢性血栓栓塞

性肺动脉高压而手术ꎬ术后病理证实为 ＰＡＳꎮ 回顾

性分析此 １２ 例患者各项检查ꎬ结果见表 ３ꎮ 对后 ７
例进行前瞻性分析ꎬ如表 ４ꎬ蚀壁征均正确诊断为

ＰＡＳꎬ对后 ７ 例ꎬ“蚀壁征”正确诊断率为 １００％ (７ /
７)ꎮ 超声心动图对这 ７ 例ꎬ正确诊断率为 ０(０ / ７)ꎬ
　 　 　 　表 ３　 诸诊断模式对前 １２ 例 ＰＡＳ 的回顾性诊断

正确率比较(例)

项目 正确诊断 误诊

ＰＡＣＴＡ 蚀壁征 １２ ０
ＣＴ 平扫 ０ １２
超声心动图 ０ １２
通气灌注扫描 ０ １２
ＭＲＩ ０ ２
胸 Ｘ 线片 ０ １２
肺动脉造影 ０ ８

表 ４　 诸诊断模式对后 ７ 例 ＰＡＳ 的前瞻性正确率比较(例)

项目 正确诊断 误诊

ＰＡＣＴＡ 蚀壁征 ７ ０
ＣＴ 平扫 ０ ７
超声心动图 ０ ７
通气灌注扫描 ０ ７
ＭＲＩ ０ ３
胸 Ｘ 线片 ０ ７
肺动脉造影 ０ ５

ＣＴ 平扫、超声心动图、心电图、胸部平片、通气灌注

扫描ꎬ均误诊断为肺栓塞ꎻ对这 ７ 例ꎬ正确诊断率为

０(０ / ７)ꎮ ＰＡＣＴＡ “蚀壁征”诊断正确率高于 ＣＴ 平

扫、超声心动图、心电图、胸部 Ｘ 线平片、通气灌注

扫描ꎬＰ ＝ ０. ００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讨　 论

原发性 ＰＡＳ 是一种极其罕见的ꎬ在肺动脉腔内

生长的恶性肿瘤ꎬ其恶性程度高ꎬ临床表现又不典

型ꎬ极易造成漏诊、误诊[６￣７]ꎮ ＰＡＳ 的影像学特征容

易与肺动脉栓塞包括急性肺动脉栓塞、慢性血栓栓

塞性肺动脉高压影像相混淆ꎮ 来我院就诊的患者全

部都是以肺动脉栓塞在外院进行过溶栓抗凝治疗而

延误几个月的病情ꎬ无效后才来我院心外科求治ꎮ
原发性肺动脉肉瘤是凶险型肺动脉内占位病变ꎬ可
造成肺动脉腔几乎完全阻塞ꎬ多转移至纵隔内脏器

及肺内ꎬ也可转移至脑、胰腺、肾上腺等器官[８]ꎬ导
致本病预后极差ꎮ 早期诊断和及时手术治疗对于本

病的预后极为重要ꎮ
由于 ＰＡＳ 位置深在胸部深处ꎬ症状无特异性ꎬ

诸诊断模式如 ＣＴ 平扫、超声心动图、心电图、胸部

Ｘ 线平片、通气灌注扫描及肺动脉 ＣＴＡ 均容易对

ＰＡＳ 造成失诊或误诊ꎮ 而在发现肺动脉占位病变

后ꎬＰＡＳ 主要是应该与肺动脉血栓栓塞症ꎬ包括急

性肺动脉栓塞、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ꎬ相鉴

别ꎮ ＰＡＣＴＡ 是鉴别 ＰＡＳ 和肺动脉血栓栓塞最为有

价值的检查[９] ꎬ近年来 ＰＡＣＴＡ 及相应的图像后处

理分析软件的广泛应用ꎬ对肺动脉内占位病变进

行容积重建或曲面重建ꎬ使本病术前或生前诊断

率得以提高ꎮ 在 ＰＡＣＴＡ 影像中ꎬ我们发现 ＰＡＳ 具

有一种叫做“蚀壁征” (图 １)的特有征象ꎬ这一征

象正是总结十多例 ＰＡＳ 的特点后发现的ꎮ 我们在

总结前 １２ 例 ＰＡＳ 手术病理、影像学的基础上ꎬ得
出“蚀壁征”具有 ＰＡＳ 疾病特征性的结论[１０] ꎮ 发

生这种征象的机理是ꎬＰＡＳ 多起源于肺动脉主干

肺动脉瓣部位的一侧肺动脉内膜或中层ꎬ在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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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中层中潜行生长ꎬ并逐渐占据肺动脉腔ꎬ因此

ＰＡＣＴＡ 显示接近肺动脉瓣一侧肺动壁缺蚀样改

变ꎬ而肿瘤的旺盛生长特性则使之表现为病变近

端凸向右心室流出道方向或凸向血流面ꎮ 根据这

一理论ꎬ可及早鉴别诊断 ＰＡＳ 与肺动脉栓塞ꎬ排除

误诊ꎬ从而防止错误地进行溶栓或抗凝治疗而耽

误病情ꎬ使患者能及早地手术治疗ꎬ获得生存的机

会ꎮ 因此ꎬ“蚀壁征”的征象ꎬ具有 ＰＡＳ 疾病特征

性ꎬ有助于 ＰＡＳ 与肺动脉栓塞性疾病的鉴别诊断ꎻ
有助于 ＰＡＳ 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ꎮ ＰＡＣＴＡ 中的

“蚀壁征”ꎬ面向血流面边的缘饱满、隆起ꎬ甚至呈

分叶状ꎬ这反映了肿瘤组织局部堆积、膨胀、浸润

的生物学行为ꎮ 而肺动脉血栓栓塞症ꎬ栓子面向

血流面的形态常呈“杯口状”ꎬ这可能与血流对栓

子的冲击作用及血液内纤溶系统对血栓表面的溶

解作用有关ꎮ 肺动脉肉瘤内供血多来自肺动脉系

统ꎬ而且肉瘤内可能出现坏死、出血ꎬ而增强扫描

可使肿瘤内存在的来自肺动脉系统的供血血管明

显强化ꎬ因而在 ＰＡＣＴＡ 上肿瘤常表现为明显不均

匀强化ꎬ而肺动脉栓塞中的血栓栓子则多表现为

密度较为均匀的充盈缺损[１１] ꎬ这一点也有助于

ＰＡＳ 的鉴别诊断ꎮ
如表 ２ 所示ꎬ本组 １９ 例 ＰＡＳ 的 ＰＡＣＴＡ 中全部

表现为“蚀壁征”的征象ꎬ说明以“蚀壁征”作为诊断

ＰＡＳ 的敏感性较好ꎻ而 １５６ 例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

脉高压及 ４２６ 例急性肺动脉栓塞的 ＰＡＣＴＡ 均未发

现有“蚀壁征”ꎬ说明以“蚀壁征”作为诊断肺动脉肉

瘤的特异性也较好ꎮ 当然对于以“蚀壁征”作为诊

断 ＰＡＳ 的准确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尚需要更大组病

例来证实ꎮ 根据对本组诸诊断模式对肺动脉肉瘤诊

断正确率的比较分析ꎬ我们认为除 ＰＡＣＴＡ 外ꎬ其他

诊断模式对急性肺动脉栓塞、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

脉高压与 ＰＡＳ 的鉴别诊断作用不大ꎬ但能够提供病

情发展的特殊信息ꎮ
胸部 ＣＴ 平扫对 ＰＡＳ 的诊断价值:ＰＡＳ 胸部 ＣＴ

平扫主要表现为主肺动脉及左右肺动脉管径增粗ꎬ
并见以肺段、肺亚段或肺叶分布的肺少血或肺梗死

区ꎮ 同时ꎬＣＴ 平扫在发现可能存在的肺动脉外转移

灶中具有一定价值ꎮ 文献显示 ＰＡＳ 转移早ꎬ以胸廓

内转移为主ꎬ最易出现肺或纵隔转移ꎬ故在影像学检

查时若同时发现转移病灶ꎬ应高度警惕 ＰＡＳ[１２]ꎮ 如

肿瘤侵及纵隔或肺内发现异常结节等均可能提示

ＰＡＳ 诊断ꎮ 本组病例中 ５ 例患者 ＣＴ 发现肺动脉外

转移灶ꎬ这 ５ 例患者因此失去手术机会ꎬ在出院后 ３

天至 １ 个月内死亡ꎮ
超声心动图对 ＰＡＳ 的诊断价值:超声心动图对

肺动脉内占位病变的检出率依病变所在部位而定ꎬ
本组 ４ 例位于左、右肺动脉内的病变超声心动图均

未能检出ꎬ而 １５ 例位于肺动脉主干的病变中只有

１１ 例检出ꎬ检出率为 １１ / １５ꎬ但全部误诊为肺动脉血

栓栓塞症ꎬ正确诊断率为 ０ / １９ꎬ提示超声心动图检

查对 ＰＡＳ 特异性较低ꎮ 这是因为受检查声窗的条

件限制ꎬ对于肺动脉分支以下远端的病灶的检出率

极低(基本上无法检出直接病灶)ꎬ但对于肺动脉主

干ꎬ包括右心室流出道、肺动脉分叉处及左右肺动脉

分支的病灶ꎬ经过仔细的观察超声心动图检查可以

大部检出ꎬ对肺动脉主干远端的病变检出率也受声

窗限制ꎮ

图 ４　 病理切片 病程较早期的肺动脉肉瘤切除下的

标本通常有完整的外膜包被

回顾性研究发现位于肺动脉主干的 ＰＡＳ 的直

接征象ꎬ与肺动脉血栓栓塞症有明显区别ꎬ即 ＰＡＳ
多可发现有外膜包被的征象ꎬ而肺动脉血栓栓塞症

则没有外膜包被的征象ꎬ本组 １１ 例胸超声心动图

(ＵＣＧ)检查ꎬ发现主肺动脉干内直接征象者 ９ 例发

现有外膜包被的特征ꎮ 其机制是由于肺动脉肉瘤起

源于肺动脉中层或内膜ꎬ在发生侵润前ꎬ具有完整的

外膜包被(图 ４)ꎬ在这一阶段进行肺动脉内膜剥脱

术可完整的将病变切除ꎮ 对于病程较早期的肺动脉

肉瘤ꎬ切除下的标本通常有完整的膜包被(图 ４)ꎻ因
此由于肉瘤生长速度快ꎬＰＡＳ 的瘤体多为不均质的

强回声团块ꎬ表面有时可见一层回声较强的包膜ꎬ瘤
体边界不规则ꎬ可见分叶或分隔现象ꎬ出现坏死时其

内部可出现囊性坏死区ꎬ而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

高压病灶多为均质的条带状或团块状强回声ꎬ内部

回声均匀ꎬ表面与内部实质回声一致ꎬ病灶表面(即
与血液的接触面)可形成沉积样的光滑平整分界ꎬ
由于其形成机制而造成其表面不会形成包膜样强回

声ꎮ 如 ＰＡＳ 起源于肺动脉瓣或累及肺动脉瓣ꎬＵＣＧ
常可判断肿物与肺动脉瓣的关系ꎬ了解心腔内情况ꎬ
如发现肿瘤侵及肺动脉瓣或异常回声肿块随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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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ꎬ则对提示诊断有一定意义ꎬ同时 ＵＣＧ 可以

提示可能存在右心功能不全表现ꎬ但 ＵＣＧ 与操作者

经验及水平密切相关ꎮ
肺通气灌注扫描诊断 ＰＡＳ 的价值:本组 １９ 例

全部进行了肺通气灌注扫描ꎬ均发现有多肺段(８ ~
１３)灌注充盈缺损ꎬ但全部误诊为肺动脉血栓栓塞

症ꎮ 肺通气灌注扫描对肺动脉内占位病变并不能提

供代谢、病理良恶性信息ꎬ因此 ＰＡＳ 的诊断没有特

异性ꎮ
核磁共振(ＭＲＩ)对 ＰＡＳ 的诊断断价值:本组

１９ 例中仅 ５ 例进行了 ＭＲＩ 检查ꎬ均未能正确诊断ꎮ
５ 例患者行 ＭＲＰＡ 检查ꎬ均可以明确观察到肺动脉

腔内肿块ꎬ形态特点与 ＰＡＣＴＡ 类似ꎬ但均未能发

现蚀壁征征象ꎬ无正确诊断(０ / ５)ꎮ 而且因本病患

者多屏气困难ꎬ也使 ＭＲＩ 与本病的诊断中应用受

限ꎮ 由于 ＭＲＩ 良好的空间分辨率和组织分辨率ꎬ
在 ＰＡＳ 的诊断中具有一定优势ꎮ 文献报道[１３]ＭＲＩ
可以清晰显示肺动脉腔内软组织肿块ꎬ自肺动脉

干向左右肺动脉分支蔓延ꎬ还可显示肿块与肺动

脉瓣的关系ꎬ磁共振心脏电影检查可观察到肿瘤

随血流摆动ꎮ 而肺动脉栓塞血栓则表现为偏心、
附壁充盈缺损ꎬ其信号特点随血栓所处时期不同

而表现多样ꎬ多数情况 Ｔ１Ｗ 和 Ｔ２Ｗ 均表现为高信

号ꎮ 二乙烯五胺乙酸钆(Ｇｄ￣ＤＴＰＡ)增强扫描有助

于对 ＰＡＳ 与肺动脉栓塞血栓的鉴别[１４￣１５] ꎬＰＡＳ 肿

块可见中等或明显强化ꎬ而 ＰＴＥ 血栓增强扫描不

强化[１６] ꎮ
本组 １９ 例患者均进行了全导心电图ꎬ虽然在心

电图有诸多阳性表现ꎬ但无 １ 例提示 ＰＡＳ(０ / １９)ꎬ说
明心电图对 ＰＡＳ 无特异性ꎮ 胸 Ｘ 线片检查、无 １ 例

提示 ＰＡＳ(０ / １９)ꎮ 说明心电图和胸片检查对 ＰＡＳ
无特异性ꎮ

对于前 １２ 例 ＰＡＳꎬ因为不认识 ＰＡＣＴＡ “蚀壁

征”而导致全部术前误诊ꎻ而后 ７ 例ꎬ因为发现 ＰＡＣ￣
ＴＡ “蚀壁征”均诊断正确ꎮ ＣＴ 平扫、超声心动图、
心电图、胸部平片、通气灌注扫描均对 ＰＡＳ 的鉴别

诊断价值不大ꎮ
综上所述ꎬＣＴ 平扫、超声心动图、心电图、胸部

Ｘ 线平片及通气灌注扫描对 ＰＡＳ 的诊断均无特异

性ꎬ均对 ＰＡＳ 的鉴别诊断价值不大ꎬ而在 ＰＡＣＴＡ 中

的“蚀壁征”征象具有 ＰＡＳ 疾病特征性ꎬ有助于 ＰＡＳ
与肺动脉栓塞性疾病的早期鉴别诊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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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盐酸去甲乌药碱用于核素心肌灌注显像
诊断冠心病有效性的临床观察

米宏志　 王 蒨　 田 锐　 丁 健　 焦 建

　 　 [摘要] 　 目的:对盐酸去甲乌药碱(ＨＧ)注射液ꎬ作为心脏负荷试验药物用于核素心肌灌注显像

(ＭＰＩ)诊断冠心病的有效性ꎬ进行临床观察ꎬ并与腺苷注射液进行比较ꎬ以冠状动脉造影结果为金标准对

照ꎬ以验证其在冠心病诊断中的有效性ꎮ 方法:采取随机、开放、阳性药对照(腺苷注射液)、交叉设计(２ ×
２)及临床研究方法ꎮ 入选病例 ６０ 例ꎬ男性 ３６ 例ꎬ女性 ２４ 例ꎬ平均年龄(５６ １ ±１３ ８)岁ꎬ分别将 ＨＧ 注射液

及腺苷注射液ꎬ作为心脏负荷试验药物用于 ＭＰＩ 诊断冠心病的结果ꎬ与冠状动脉造影的结果相比较ꎬ描述

其诊断冠心病的灵敏度和特异度ꎮ 结果:以病例为基础的 ＭＰＩ 诊断结果ꎬ去甲乌药碱和腺苷诊断冠心病敏

感性分别为 ６９ ０％ꎬ６５ ５％ꎻ特异性 ７６ ９％ꎬ７６ ０％准确性 ７５ ０％ꎬ７３ ３％ꎻ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ＨＧ 作为心脏负荷试验药物ꎬ用于 ＭＰＩ 诊断冠心病ꎬ与腺苷注射液诊断效能相当ꎮ

[关键词] 　 发射型计算机断层ꎻ心肌灌注显像ꎻ盐酸去甲乌药碱ꎻ腺苷ꎻ冠状动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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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ꎬ国内外应用药物负荷试验检测冠心患者

群的心肌缺血ꎬ已广泛应用于核素心肌灌注显像

(ｍｙｏｃａｄｉａｃ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ꎬＭＰＩ)、超声心动图、心
电图等领域ꎬ成为临床冠心病无创性诊断的重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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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ꎮ 医科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通过动物试验发现ꎬ源
于中药附子中的有效成分之一“盐酸去甲乌药碱

(ＨＧ)”ꎬ对心血管系统具有正时性、正力性效应ꎮ
在一定剂量时能增加心率、心输出量、心肌耗氧量及

冠状动脉血流量ꎬ而又不使舒张压升高ꎮ 因不良反

应较小ꎬ它有可能成为临床较安全的心脏负荷试验

药物ꎮ 本文为去甲乌药碱Ⅱ期临床试验ꎬ对 ＨＧ 诊

断心肌缺血与腺苷负荷试验进行自身对照研究ꎬ现
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方法:采取随机、开放、阳性药对照、交叉

设计ꎬ入选 ６０ 例患者ꎮ 交叉设计:采用 ２ × ２ 交叉试

验设计ꎮ 阳性药对照选用腺苷注射液(供诊断用)ꎬ
按两种负荷药物的给药顺序不同分 Ａ、Ｂ 两组ꎮ 采

用随机区组的随机化分配方法由 ＳＡＳ 统计软件产

生随机数字表ꎮ 志愿受试者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ꎬ
筛选合格病例ꎬ按照随机表随机分入 Ａ、Ｂ 两组ꎮ Ａ
组第一周期行 ＨＧ 负荷的 ＭＰＩꎬ第二周期行腺苷注

射液负荷的 ＭＰＩꎬＢ 组第一周期行腺苷注射液负荷

的 ＭＰＩꎬ第二周期行 ＨＧ 负荷的 ＭＰＩꎬ结果评价时按

使用不同负荷药物分别评价ꎮ ＨＧ 和腺苷的半衰期

均 < ０ ５ 小时ꎬ洗脱期为 ２ 天ꎮ
２. 入选标准:临床高度怀疑有冠心病的患者ꎬ有

３０ 天内的冠状动脉造影结果者ꎬ性别不限ꎮ ①有心

绞痛发作史ꎻ②心电图有 ＳＴ￣Ｔ 改变ꎻ③平板运动试

验阳性ꎻ④超声心动图示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ꎻ具备

以上任何一项的心内科住院患者均可入选ꎬ入选患

者需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入选病例 ６０ 例ꎬ男性 ３６ 例ꎬ
女性 ２４ 例ꎬ平均年龄(５６ １ ± １３ ８)岁

３. 排出标准:①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ꎻ②有严重

肝肾功能障碍或血液系统疾病患者ꎻ③晚期恶性肿

瘤患者ꎻ④心功能Ⅲ、Ⅳ级患者ꎻ⑤急性心肌梗死或

不稳定性心绞痛ꎻ⑥Ⅱ°或Ⅲ°房室传导阻滞者ꎻ⑦严

重高血压[收缩压≥１８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和 /或舒张压≥１００ ｍｍＨｇ]ꎻ⑧低血压(收缩压 <
９０ｍｍＨｇ)ꎻ⑨支气管哮喘或严重慢性阻塞性肺病ꎻ
⑩年龄 < １８ 岁ꎬ > ７５ 岁ꎬ１１ ３ 个月内曾参加药物临

床研究者ꎮ
４. 负荷试验给药方法:建立双静脉通道ꎮ 去甲

乌药碱起始剂量为 ０ ５μ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ꎬ并按 ０ ５ꎬ１ꎬ
２ 及 ４μ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剂量递增ꎬ每一剂量级给药负

荷时间为 ３ 分钟ꎮ 常规行腺苷负荷试验ꎮ 在输注

前、每一剂量级输注过程中第 ３ 分钟、终止输注用药

后第 ５ 分钟和第 １０ 分钟分别记录一次 １２ 导联心电

图、血压、心率和心律ꎬ观察心电图 ＳＴ 段改变ꎮ 全程

监测心率和心律变化ꎮ 询问患者不适主诉ꎮ
５. 负荷试验终止标准:遵照文献[７]的标准ꎮ
６. ＭＰＩ 操作方法:在终止负荷试验时ꎬ从另一静

脉通道注射示踪剂 ９９ｍＴｃ￣ＭＩＢＩ ７４０ＭＢｑꎮ 均在注射

显像剂后约 ２０ 分钟进脂餐ꎬ１ ~ １ ５ 小时进行断层

显像ꎮ 按 ６° /帧进行采集ꎬ探头顺时旋转 １８０°ꎮ 图

像处理采用常规程序ꎬ获得横断面、矢状面及冠状

面ꎮ 负荷 ＭＰＩ４８ 小时内行静息 ＭＰＩꎮ 受试者仅需进

行一次静息显像ꎮ
７. 影像诊断:负荷 ＭＰＩ 的分析采用盲法评价分

析ꎬ要求两位医生独立进行显像资料评价ꎬ评价结果

不一致时ꎬ通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ꎮ 灌注图像采用

１７ 节段模型和半定量视觉评分方法来进行评估ꎮ
半定量视觉评分从 ０ 分(正常)至 ４ 分(放射性缺

损)共分为 ５ 个等级ꎮ 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呈现左右

主支或其一级分支的血管直径狭窄≥５０％ ꎬ认为是

冠状动脉血管明显狭窄ꎬ判断为阳性ꎮ
８. 结果判读:冠状动脉造影结果为阳性ꎬ负荷试

验诊断的结果中有 １ 支或多支血管阳性与冠状动脉

造影结果一致时ꎬ判断此病例为真阳性ꎮ 冠状动脉

造影结果为阳性ꎬ负荷试验诊断的结果也为阳性ꎬ但
是阳性的血管不一致时ꎬ判断此病例为假阳性ꎮ 冠

状动脉造影结果为阳性ꎬ负荷试验诊断的结果为阴

性时ꎬ判断此病例为假阴性ꎮ 冠状动脉造影结果为

阴性ꎬ负荷试验诊断的结果中有一支或多支血管阳

性时ꎬ判断此病例为假阳性ꎮ 以冠状动脉造影为金

标准ꎬ分别将 ＨＧ 注射液及腺苷注射液作为心脏负

荷试验药物用于 ＭＰＩ 诊断冠心病的结果与冠状动

脉造影的结果相比较ꎬ描述其诊断冠心病的灵敏度

和特异度ꎮ
９.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ＡＳ ９ １ 软件ꎮ 计量资料

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

检验ꎮ 根据变量的数字特征ꎬ采用卡方检验或 Ｆｉｓｈ￣
ｅｒ′ｓ 精确检验对两负荷药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进行

比较ꎬ并给出两药敏感性和特异性率差的可信区间ꎮ
采用卡方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ｓ 精确检验比较不良事件发

生率的差异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６０ 例患者ꎬ均完成设计检查ꎬ以冠状动脉造

影为金标准ꎬ冠状动脉造影阳性 ２９ 例ꎬ阴性 ３１ 例ꎮ
其中累计 ＬＡＤ１８ 例、 ＬＣＸ１３ 例、ＲＣＡ２３ 例及 ＬＭ０

７８４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 ３４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６



例ꎮ 累及单支血管 １２ 例ꎬ双支血管 ９ 例ꎬ三支血管

８ 例ꎮ
２. 以病例为基础ꎬ以上述标准判断ꎬ腺苷组真阳

性 １９ 例ꎬ假阳性 ６ 例ꎬ真阴性 ２５ 例ꎬ假阴性 １０ 例ꎻ
去甲乌药碱组真阳性 ２０ 例ꎬ假阳性 ６ 例ꎬ真阴性 ２５
例ꎬ假阴性 ９ 例. ꎮ

３. 以病例为基础的心肌灌注显像与冠状动脉造

影结果对比ꎬ去甲乌药碱组的敏感性为 ６９ ０％ ꎬ特
异性为 ８０ ６％ ꎬ准确性为 ７５ ０％ ꎬ阳性预测值为

７６ ９％ ꎬ阴性预测值为 ７３ ５％ ꎻ腺苷组的敏感性为

６５ ５％ ꎬ特异性为 ８０ ６％ ꎬ准确性为 ７３ ３％ ꎬ阳性预

测值为 ７６ ０％ ꎬ阴性预测值为 ７１ ４％ ꎬ各指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ꎮ

表 １　 两种负荷药物介于 ＭＰＩ 诊断效能的比较(％ )

诊断指标 ＨＧ 腺苷 χ２ Ｐ 值

灵敏度 ６９ ０ ６５ ５ ０ ０７８ ０ ７８０
特异度 ８０ ６ ８０ ６ ０ ００ １ ００
准确性 ７５. ０ ７３ ３
阳性预测值 ７６ ９ ７６ ０ ０ １１８ ０ ７３１
阴性与侧重 ７３ ５ ７１ ４ ０ ０３８ ０ ８４５

４. 不良事件　 本试验共发生 １０９ 例次与研究药

物有关的不良反应ꎬ症状较轻微ꎬ 一般停药后很快

自行缓解ꎮ 使用 ＨＧ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８５ ０％ ꎬ使
用腺苷注射液为 ９６ ７％ ꎬ两药不良反应发生率之间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在本次临床试

验中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ꎮ

讨　 论

目前国内外应用药物负荷试验检测冠心病心肌

缺血ꎬ已广泛应用于核素心肌显像ꎬ核素心室造影ꎬ
超声心动图及心电图等领域ꎬ成为临床冠心病无创

性诊断的重要方法ꎮ 在药物负荷试验中ꎬ广泛应用

的有潘生丁、腺苷以及多巴酚丁胺ꎮ 多巴酚丁胺的

作用类似于生理的运动负荷试验ꎬ但其有较多的不

良反应(３０％ )ꎬ包括致心律失常ꎬ且会使血压升高ꎬ
对高血压患者不宜使用ꎮ 而腺苷和潘生丁均为血管

扩张 剂ꎬ 不 宜 用 于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及 哮 喘

患者[１ꎬ７￣８]ꎮ
医科院药物所、心血管病研究所通过动物试验

发现ꎬ源于中药附子的有效成分之一去甲乌药碱ꎬ其
药理作用与多巴酚丁胺类似ꎬ但不良反应小ꎬ对舒张

压不仅不会升高ꎬ且有降低趋势(降低幅度不大)ꎬ
它有可能成为临床非常安全的心脏负荷试验

药物[３ꎬ５￣６]ꎮ

去甲乌药碱在一定剂量时ꎬ能增加心率、心输出

量、心肌耗氧量及冠状动脉血流量ꎬ而又不使血压升

高ꎮ 去甲乌药碱与多巴酚丁胺进行比较ꎬ二者的血

液动力学作用相近ꎮ 而区别在于去甲乌药碱发挥着

全 β 受体激动剂的作用ꎬ增加心率和房室传导ꎬ加
强心肌收缩力ꎬ又能通过刺激外周血管中的 β２ 受体

而使舒张压随用药剂量的增加而轻度下降[２￣３]ꎮ
多巴酚丁胺主要为 β１ 受体激动剂ꎬ直接作用于

心肌 β１ 受体ꎬ而对 β２ 及 α 受体作用较小ꎮ 在较小

剂量时(每分钟 < １０μｇ / ｋｇ)多巴酚丁胺增强心肌收

缩力的作用强于对心率的作用ꎬ其结果是心输出量

上升而心率、血压变化不大ꎮ 在大剂量时(每分钟

> ２０μｇ / ｋｇ)ꎬ多巴酚丁胺则可全面激动 β１、β２ 及 α
受体ꎬ从而使心肌收缩力、心率、血压都增高ꎬ因此多

巴酚丁胺慎用于高血压及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４]ꎮ
腺苷负荷试验心肌灌注显像是国际公认的有效

的诊断心肌缺血方法ꎬ本文腺苷负荷试验诊断心肌

缺血的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和准确性与文献报道相

似ꎬ本文选者腺苷作为阳性对照剂ꎮ 以冠状动脉造

影为金标准ꎬ腺苷负荷试验与去甲乌药碱试验心肌

灌注显像对冠心病的诊断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

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性两组间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总之ꎬＨＧ 作为心脏负荷试验药物ꎬ用于 ＭＰＩ 诊断冠

心病ꎬ与腺苷注射液诊断效能相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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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２例报告

耿清峰　 刘育慧　 李红月　 王 刚

　 　 [关键词]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ꎻ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６￣４８９￣０２

　 　 临床资料:病例 １ꎬ女性ꎬ ４７ 岁ꎬ主因“发作性胸痛 ７ 天ꎬ
加重 ２ 小时”ꎬ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入院ꎮ 患者于 ７ 天前出现

胸部闷痛ꎬ活动、休息均有发作ꎬ每次持续约 １０ 分钟ꎬ可自行

缓解ꎮ 入院前 ２ 小时再发胸痛ꎬ持续不缓解ꎬ急诊入院ꎮ 既

往高 血 压 病 史 ２０ 年ꎬ 最 高 １８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ꎮ 体格检查:血压 １８６ / １２４ｍｍＨｇꎬ神志清ꎬ双肺未

闻及干湿性啰音ꎬＨＲ ７４ 次 /分ꎬ律齐ꎬ未闻及杂音及额外心

音ꎮ 辅助检查:Ｄ￣二聚体、肌钙蛋白 Ｉ(ＴｎＩ)正常ꎬ入院心电图

(ＥＣＧ)正常(图 １Ａ)ꎬ超声心动图(ＵＣＧ):左心室前壁运动幅

度略减低ꎮ 约 １０ 分钟症状缓解后复查 ＥＣＧ(图 １Ｂ)示:Ｖ１ ~
Ｖ６ 导联 Ｔ 波倒置ꎮ 诊断: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ꎻ 高血压 ３
级ꎮ 给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低分子肝素、瑞舒伐他汀、单
硝酸异硝酸酯、美托洛尔及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等药物治

疗ꎬ多次查 ＴｎＩ 正常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复查 ＥＣＧ(图 １Ｃ)
示:Ｖ１ ~ Ｖ４ 导联 Ｔ 波倒置变浅ꎬＶ５ 导联 Ｔ 波正负双向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凌晨ꎬ再次发作胸痛ꎬ急查 ＥＣＧ(图 １Ｄ)倒置的 Ｔ
波变为直立ꎬ伴室性早搏ꎬ静脉点滴硝酸甘油约 １０ 分钟胸痛

缓解ꎬ复查 ＥＣＧ:Ｖ１ ~ Ｖ５ 导联 Ｔ 波再次倒置(同图 １Ｃ)ꎬ急行

冠状动脉造影(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ＣＡＧ)示:左前降

支(ＬＡＤ)近中段弥散狭窄 ７０％ ~ ８０％ (图 ２Ａ)ꎬ回旋支及右

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狭窄ꎬ于 ＬＡＤ 置入 ２ 枚支架ꎬＴＩＭＩ 血流 ３
级(图 ２Ｂ)ꎮ 术后 ２ 个月 ＥＣＧ 倒置 Ｔ 波完全恢复正常(图
１Ｄ)ꎬＵＣＧ 检查无室壁运动异常ꎮ

病例 ２ꎬ男性ꎬ６１ 岁ꎬ主因“间断胸痛 ２ 天”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入院ꎮ 高血压病史不详ꎮ 体格检查:血压 １８４ /
１０６ｍｍＨｇꎬＨＲ ８８ 次 /分ꎬ律齐ꎬ未闻及杂音及额外心音ꎮ
ＥＣＧ:Ｖ１ ~ Ｖ６ 导联 Ｔ 波正负双向(图 ３Ａ)ꎬＴｎＩ、Ｄ￣二聚体正

常ꎮ 给予抗栓、调脂、扩冠、降压等药物治疗ꎮ 次日行 ＣＡＧ
示:ＬＡＤ 近段狭窄 ７０％ ~ ８０％ (图 ４Ａ)ꎬ回旋支及右冠状动

脉未见明显狭窄ꎬ于 ＬＡＤ 近段置入 １ 枚支架ꎬＴＩＭＩ 分级 ３ 级

(图 ４Ｂ)ꎬ术后未再发作胸痛ꎮ 术后第三天 ＥＣＧ 恢复正常

(图 ３Ｂ)ꎮ

讨论: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是以心电图 Ｔ 波改变及演变为特

征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ꎬ又被称为左冠状动脉前降支 Ｔ 波

综合征ꎮ Ｄｅ Ｚｗａａｎ 等[１]提出了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１ 有近期胸痛病史ꎻ２ 心肌坏死标志物正常或轻微升高ꎻ３
Ｖ２、Ｖ３ 导联(也可累及 Ｖ１、Ｖ４ ~ Ｖ６ 导联)ＳＴ 段在等电位线或

轻度抬高( < ０ １ｍＶ)ꎻ４ 无胸前导联 Ｒ 波振幅下降或消失ꎻ５
无病理性 Ｑ 波ꎻ６ 胸痛缓解期ꎬＴ 波在 Ｖ２、Ｖ３ 导联ꎬ有时可累

及 Ｖ１、Ｖ４ ~ Ｖ６ 导联ꎬ出现双支对称性深倒置或正负双向ꎮ 此

后ꎬ这一标准一直沿用至今ꎮ 余剑波等[２] 认为ꎬ原诊断标准

所采用的心肌损伤标志物包括肌酸激酶、谷草转氨酶和乳酸

脱氢酶ꎬ但目前临床上心肌梗死的诊断指标是肌钙蛋白升

高ꎬ这对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诊断标准提出了挑战ꎮ １９８２ 年ꎬ
Ｗｅｌｌｅｎｓ 的研究中ꎬ１４５ 例心绞痛患者中ꎬ２６ 例有此心电图改

变(占 １８％ )ꎮ １６ 例未能及时进行 ＣＡＧ 的患者中ꎬ１２ 例(
７５％ ) 于住院期间发生广泛前壁心肌梗死ꎬ平均心肌梗死时

间为 ８ ５ 天ꎮ 由此他们认为ꎬ存在这种心电图表现的不稳定

心绞痛患者演变为前壁心肌梗死风险很高ꎬ需要接受早期介

入治疗[３] ꎮ 在后来的前瞻性研究中[１] ꎬ１ ２６０ 例患者中有

１８０ 例有此心电图改变ꎬ占 １４％ ꎮ 很多临床医生由于不能很

好地识别这一心电图表现ꎬ导致误诊ꎬ甚至为了确诊进行运

动试验而引发猝死[４] ꎮ 所以ꎬ识别此综合征具有重要的临床

实际意义ꎮ 以上两个病例均符合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的典型特

点ꎬ胸痛发作及缓解期发生了心电图 Ｔ 波的动态改变ꎬＣＡＧ
证实 ＬＡＤ 近段存在严重狭窄ꎬ给予了及时的介入治疗ꎬ避免

了严重心血管事件的发生ꎮ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的特异性心电图改变往往发生在胸痛缓

解期ꎬ其中 Ｔ 波倒置型约 ７６％ [１] ꎬＴ 波正负双向约 ２４％ ꎬ但后

者的致命的危险性更大[４] ꎮ 患者 １ 属于 Ｔ 波倒置型ꎬ家属在

犹豫是否进行介入治疗的过程中ꎬ险些发生急性 ＳＴ 段抬高

心肌梗死(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ＳＴＥＭＩ)ꎬ
在介入治疗后 ２ 个月 Ｔ 波恢复正常ꎻ患者 ２ 属于 Ｔ 波正负双

向型ꎬ在介入术后 ３ 天 Ｔ 波恢复正常ꎮ 余剑波等[２] 研究认

为:这两种类型可在同一患者的不同时间段发生ꎬＴ 波形态

也可随疼痛的严重程度动态演变ꎬ疼痛发作时 Ｔ 波直立ꎬ缓
解时 Ｔ 波双向ꎬ在疼痛逐渐加重期间ꎬＴ 波逐渐直立并且在

最痛时 Ｔ 波最高ꎮ 这种 Ｔ 波变化提示心肌损伤改变是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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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患者 １ 心电图演变过程　 Ａ:入院胸痛发作时心电图正常ꎻＢ:胸痛缓解后 Ｖ１ ~ Ｖ６ 导联 Ｔ 波倒置ꎻＣ:治疗 ５ 天后 Ｖ１

~ Ｖ４ 导联 Ｔ 波倒置变浅ꎬＶ５ 导联 Ｔ 波正负双向ꎻＤ:胸痛再发ꎬ倒置的 Ｔ 波变为直立ꎬ伴室性早搏ꎻＥ:胸痛缓解后 Ｖ１ ~ Ｖ４

导联 Ｔ 波再次倒置ꎻＦ: ＰＣＩ 术后 ２ 个月 Ｔ 波完全恢复直立

图 ２　 患者 １ 介入治疗前后冠状动脉造影结果　 Ａ:ＬＡＤ 近中段

弥散狭窄 ７０％ ~８０％ ꎻＢ:支架置入后

图 ３　 患者 ２ 心电图演变过程　 Ａ:入院无胸痛时心电图ꎬＶ１ ~ Ｖ６ 导

联 Ｔ 波正负双向ꎻＢ:ＰＣＩ 术后 ３ 天 Ｔ 波恢复直立

图 ４　 病例 ２ 介入治疗前后冠状动脉造影结果 　 Ａ:ＬＡＤ 近段

狭窄 ７０％ ~８０％ ꎻＢ:支架置入后

性的、暂时的和可逆的ꎮ 可能与左心室前壁暂时性的严重缺

血及其后的再灌注损伤导致缺血区心肌顿抑有关ꎬ开通血管

后 Ｔ 波由倒置逐渐恢复直立的演变过程则反映了顿抑心肌

的功能恢复情况ꎮ 超声心动图可见短暂左心室功能障碍ꎬ并
能逐渐恢复ꎬ符合心肌缺血 /再灌注损伤致心肌顿抑的特点ꎮ
也有观点认为心肌组织水肿的发展和消失可能是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

合征 Ｔ 波变化的基础ꎬ心肌组织水肿可加重左心室的僵硬

度、减低其顺应性ꎬ加剧心肌坏死ꎬ心肌组织内水分分布不均

可导致复极异常[５] ꎮ
临床工作中ꎬ还要注意与其他引起 Ｔ 波异常的情况进行

鉴别ꎬ如肺栓塞、幼稚型 Ｔ 波、心包炎、心肌炎、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高血压左心室肥厚、左心室心尖球囊综合征及心尖肥

厚型心肌病等ꎬ避免漏诊和误诊的发生ꎮ 其中ꎬ肺栓塞患者

有 ２２ ２％会有胸导联 Ｔ 波明显倒置[６] ꎬ但结合呼吸困难、咳
嗽、下肢深静脉血栓等病史以及血气分析、Ｄ￣二聚体、肺动脉

ＣＴ 血管扫描等辅助检查ꎬ可以进行鉴别ꎻ心包炎、心肌炎、中
枢神经系统疾病、高血压左心室肥厚等结合病史、实验室检

查、ＵＣＧ 等能很快鉴别ꎻ左心室心尖球囊综合征表现为突发

胸痛、多导联 Ｔ 波倒置ꎬ但有心电图 ＳＴ 段明显抬高、ＱＲＳ 波

群异常、心肌酶升高但 ＣＡＧ 正常等特点ꎬ可与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

征鉴别ꎻ心尖肥厚型心肌病可以出现胸痛、胸闷症状ꎬ但 ＥＣＧ
倒置 Ｔ 波累及导联以 Ｉ、ａＶＬ、Ｖ５、Ｖ６ 为主ꎬ倒置 Ｔ 波无动态改

变ꎬ有 ＱＲＳ 波群高电压改变ꎬ与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明显不同ꎮ
总之ꎬ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是一种高危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ꎬ表示前降支近段有严重狭窄ꎬ随时有发生 ＳＴＥＭＩ 的危险ꎬ
需要尽早的实施介入治疗或冠状动脉搭桥手术ꎮ 临床医生

对 Ｗｅｌｌｅｎｓ 综合征要高度重视ꎬ对此类患者禁忌做一切心脏

负荷试验ꎬ以免诱发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ꎬ造成严重后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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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虚拟组织学血管内超声评价吡格列酮抗
动脉粥样硬化作用的实验研究

张玉慧　 张明多　 闫云峰　 李昕禾　 赵全明

　 　 [摘要] 　 目的:采用虚拟组织学血管内超声技术探讨吡格列酮抗动脉粥样硬化(Ａｓ)及降低血栓事

件发生的作用ꎮ 方法:选取 １４ 只新西兰大白兔ꎬ以高脂饲养及腹主动脉球囊拉伤的方法复制 Ａｓ 模型ꎮ
喂养 １２ 周后随机分为吡格列酮组(吡格列酮每天 １０ｍｇ / ｋｇꎬｎ ＝ ６)和对照组(ｎ ＝ ６)ꎬ并对两组兔行虚拟

组织学血管内超声(ＶＨ￣ＩＶＵＳ)检查ꎬ两组各选取 ４０ 个斑块ꎬ测量相关参数ꎬ继续高脂喂养 １２ 周后ꎬ再次

行 ＶＨ￣ＩＶＵＳ 检查ꎮ 最后药物诱发斑块血栓形成ꎬ处死并取出腹主动脉观察所选斑块血栓事件发生情

况ꎮ 对两组 ＶＨ￣ＩＶＵＳ 相关参数及血栓事件进行比较ꎮ 结果:经过 １２ 周的药物干预ꎬ吡格列酮组的 ＴＧ、
ｈｓ￣ＣＲＰ、ＭＭＰ￣９ 下降ꎬＨＤＬ￣Ｃ 升高ꎮ ＶＨ￣ＩＶＵＳ 分析显示和对照组相比ꎬ吡格列酮组的坏死成分绝对面积

[ －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ｖｓ.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３)ｍｍ２ꎬＰ < ０ ００１]、坏死成分相对比例[( － ２ ３５ ± ３ １１) ｖｓ.
(１ ８７ ± ４ ６２)％ ꎬＰ ＝ ０ ０１２]ꎻ钙化成分绝对面积[０ ０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 ｖｓ.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ｍｍ２ꎬＰ <
０ ００１]、钙化成分相对比例[０ ００( － ３ １２ꎬ０ １４) ｖｓ. ２ ００( － ０ １９ꎬ３ １９)％ ꎬＰ ＝ ０ ００２]明显减少ꎮ 吡格

列酮组的血栓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０１)ꎮ 结论:吡格列酮可以引起动脉粥样斑块的回缩ꎬ降
低斑块血栓事件的发生ꎬ是新型的抗 Ａｓ 药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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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 ａｔｈｅ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Ｗｅ ｍａｋｅ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Ｈ￣ＩＶＵＳ ａｎｄ ａｔｈｅ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ｏ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ｗｅｅｋｓꎬ ｐｌａｓｍａ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ꎬ 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 ｐｒｅ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９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ꎬ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ｏ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ꎬ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ｌａｑｕ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ｃｒｏｔｉｃ ｃｏ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 ０ １０
(０ ００ꎬ０ １０) ｖｓ.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３)ｍｍ２ꎬＰ < ０ ００１]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ｑｕ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ｃｒｏｔｉｃ ｃｏｒｅ
[ － ２ ３５ ± ３ １１) ｖｓ. (１ ８７ ± ４ ６２)％ ꎬＰ ＝ ０ ０１２]ꎬ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ｄｅｎｓｅ￣ｃａｌｃｉｕｍ [０ ０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 ｖｓ.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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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ꎬ０ １０)ｍｍ２ꎬＰ < ０ ００１]ꎬ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ｅ￣ｃａｌｃｉｕｍ [０ ００( － ３ １２ꎬ０ １４) ｖｓ. ２ ００( － ０ １９ꎬ３ １９)％ ꎬＰ
＝ ０ ００２].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ｏ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ｔｉｏｎ:Ｐｉｏ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ꎬａｓ ａｎ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ｔｉ￣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ａｇｅｎｔꎬ ｍａｙ ｉｎｄｕｃ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ｐｌａｑ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ｉｏ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ꎻ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ꎻ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ｐｌａｑｕｅꎻ Ｒａｂｂｉｔ

　 　 易损斑块自发破裂及继发血栓形成是急性心脑

血管事件的主要发病基础ꎮ 易损斑块的主要特点是

薄纤维帽、大脂质核及大量炎症细胞聚集[１￣２]ꎮ 降

低斑块的易损性是抗动脉粥样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ｏｒｏｓｉｓꎬ
Ａｓ)治疗的关键ꎮ 尽管已有一些预防性治疗ꎬ但 Ａｓ
性心血管疾病仍是全世界发生率及死亡率最高的疾

病ꎮ 因此ꎬ迫切需要新的抗 Ａｓ 药物ꎮ 吡格列酮是第

三代噻唑烷二酮类药物(ｔｈｉａｚｏｌｉｄｉｎｅｄｉｏｎｅꎬＴＺＤｓ)ꎬ选
择性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ＰＰＡＲ￣
γ)激动剂ꎬ增加胰岛素敏感性ꎬ多用于调控血糖ꎮ
近年临床试验和动物实验显示ꎬ吡格列酮能够延缓

Ａｓ 病变进展ꎬ改善斑块的的稳定性[３￣５]ꎮ 但未见吡

格列酮可以降低血栓事件的报道ꎮ 虚拟组织学血管

内超声(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ꎬＶＨ￣
ＩＶＵＳ)是一种新型影像技术ꎬ可动态定量检测斑块

组成成分的变化ꎮ 本实验拟以兔为研究对象ꎬ复制

Ａｓ 模型ꎬ通过 ＶＨ￣ＩＶＵＳ 动态观察吡格列酮对斑块

成分的改变ꎬ并进行药物诱发血栓形成实验ꎬ直接探

讨吡格列酮降低血栓形成的作用ꎮ

材料与方法

１. 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的制备:雄性ꎬ新西兰大白

兔 １４ 只( 购自中国农大) ꎬ体质量(３. ０ ± ０. ５)ｋｇꎬ
给予高脂饲料( 内含 １. ５％ 的胆固醇、猪油 ４％ 、正
常饲料 ９５. ５％ )ꎬ饲养 ２ 周后采用改良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ｅｒ
方法行腹主动脉球囊拉伤ꎬ术后继续给予间断高脂

喂养 １０ 周(６ 周高脂 ＋ ４ 周普食)ꎬ期间 １ 只兔子死

于胃穿孔、１ 只死于呼吸衰竭ꎬ剩余 １２ 只兔子随机

分为两组ꎬ每组各 ６ 只ꎬ吡格列酮组每日给予吡格列

酮 １０ｍｇ / ｋｇꎬ对照组不服任何药物ꎬ均继续高脂喂

养ꎬ１２ 周后腹腔内注射蛇毒 ０. １５ｍｇ / ｋｇꎬ３０ 分钟后

耳缘静脉注射组胺 ０. ０２ ｍｇ / ｋｇꎬ４８ 小时内重复 ２ 次

诱发斑块血栓[６]ꎮ 实验结束后处死兔子ꎬ分离并取

出腹主动脉观察所选斑块的血栓形成情况ꎮ
２. 虚拟组织血管内超声检查:兔行腹腔基础麻

醉( ３％戊巴比妥 １ｍＬ / ｋｇ )后ꎬ固定于兔专用实验

台ꎬ钝性分离右股动脉ꎬ在股动脉处剪一个 １. ０ｍｍ
的切口ꎬ将 ＩＶＵＳ 导管(Ｖｏｌｃａｎ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ＵＳＡ)插

入右股动脉ꎬ在血管造影机引导下送至降主动脉左

肾动脉开口以上水平ꎬ采用自动控制系统缓慢匀速

１ｍｍ / ｓ 回拉超声导管至髂总动脉分叉处ꎬ全程持续

心电监护下ꎬ所有 ＩＶＵＳ 图像被数字化实时记录ꎬ用
反向散射射频信号进行光谱分析ꎮ

实验 １２ 周(基线)时行 ＩＶＵＳ 检查ꎬ分别在 ６ 只

实验组和 ６ 只对照组兔腹主动脉上共各选取 ４０ 个

斑块ꎬ测量相关参数ꎬ斑块的入选条件是轻至中度狭

窄( < ５０％ )ꎬ严重钙化的斑块需排除ꎮ ２４ 周(实验

结束)时第二次行 ＩＶＵＳ 检查ꎬ再次测量所选斑块的

相关参数ꎮ ＶＨ￣ ＩＶＵＳ 检查有关参数定义根据成像

原理ꎬ动脉粥样斑块成分分为四种:纤维成分( ｆｉ￣
ｂｒｏｕｓꎬＦＩꎻ绿色标记)、纤维脂质成分( ｆｉｂｒｏ￣ｆａｔｔｙꎬＦＦꎻ
黄色标记)、钙化成分( ｄｅｎｓ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ꎬＤＣꎻ白色标

记)、坏死成分(ｎｅｃｒｏｔｉｃ ｃｏｒｅꎬＮＣꎻ红色标记)ꎮ 通过

ＶＨ￣ ＩＶＵＳ 检查测量四种组成成分的面积和占总面

积的百分比[７]ꎮ
３. 血脂和炎症标志物检测:两组兔分别于 １２ 周

及 ２４ 周时经耳缘静脉抽取空腹血(禁食 １２ 小时以

上)ꎮ 检测血清总胆固醇 ( ＴＣＨＯ)、ＴＧ、ＬＤＬ￣Ｃ 及

ＨＤＬ￣Ｃ、空腹血糖 ( ＧＬＵ)、高敏 Ｃ 反应蛋白 ( ｈｓ￣
ＣＲＰ)、基质金属蛋白酶 ９(ＭＭＰ￣９)ꎮ

４. 统计学分析:用 ＳＰＳＳ１６. ０ 软件分析ꎮ 所有

正态分布定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非正态

分布用中位数表示ꎬ连续性变量组间及组中不同

时期的比较ꎬ采用配对 ｔ 检验ꎬ非正态分布用秩和

检验ꎮ 两组内血栓形成率的比较ꎬ采用 χ２ 检验ꎮ
以Ｐ < ０.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吡格列酮对血脂和炎症标志物的影响:表 １
显示:吡格列酮组和对照组 １２ 周和 ２４ 周时血脂和

炎症标志物的变化ꎮ 吡格列酮组与 １２ 周时相比ꎬ２４
周时 ＴＧ 显著降低 [(１ ２０ ± ０ ９９ ) ｖｓ ( １ ０７ ±
０ ８７) ｍｍｏｌ / Ｌꎬ Ｐ ＝ ０ ００３ ]ꎬ ＨＤＬ￣Ｃ 有 升 高 趋 势

[(０ ９８ ± ０ ２０ ) ｖｓ ( １ ０８ ± ０ ２２ ) ｍｍｏｌ / Ｌꎬ Ｐ ＝
０ ００２]ꎬｈｓ￣ＣＲＰ[(５ ９８ ± ０ ８６) ｖｓ (４ ５８ ± ０ ５１)
μ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０１ ]、 ＭＭＰ￣９ [( ５０ ４４ ± ２ ０５ ) ｖ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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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９３ ± ２ １６)μ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０１]较前明显下降ꎬ而
ＴＣＨＯ、ＬＤＬ￣Ｃ、ＧＬＵ 较前无明显变化ꎮ ２４ 周时的

ＴＣＨＯ、ＴＧ、ＬＤＬ￣Ｃ、ＨＤＬ￣Ｃ、ＧＬＵ 和 １２ 周时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２４ 周时与对照组相比ꎬ
吡格列酮组 Ｈｓ￣ＣＲＰ [(４ ５８ ± ０ ５１) ｖｓ (６ １２ ±
０ ８７)μ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０１]、ＭＭＰ￣９[(４３ ９３ ± ２ １６)ｖｓ
(５０ ５５ ± ２ ２４)μ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０１]均显著降低ꎬ并有

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１　 实验动物血清学检测及分析结果(ｘ ± ｓ)
项目 吡格列酮组(ｎ ＝ ６) 对照组(ｎ ＝ ６) Ｐ 值

ＴＣＨＯ / (ｍｍｏｌ / Ｌ)
　 １２ 周 ２９. ９０ ± １. ７１ ３０. １３ ± １. ６５ ０. ６３５
　 ２４ 周 ３０. １４ ± １. ４８ ３０. ３１ ± １. ２１ ０. ８０２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２ 周 １. ２０ ± ０. ９９ １. ３７ ± ０. ９０ ０. ９０３
　 ２４ 周 １. ０７ ± ０. ８７∗ １. ７４ ± ０. ８３ ０. ３９３
ＨＬＤ￣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２ 周 ０. ９８ ± ０. ２０ １. ０５ ± ０. １７ ０. ３６５
　 ２４ 周 １. ０８ ± ０. ２２∗∗ １. ０６ ± ０. １５ ０. ８５５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２ 周 ７. ０８ ± １. ４３ ６. ８８ ± １. ４３ ０. ７９２
　 ２４ 周 ６. ９６ ± １. ２４ ６. ８３ ± １. ４４ ０. ８４５
血糖 / (ｍｍｏｌ / Ｌ)
　 １２ 周 ６. ２３ ± ０. ３２ ６. １７ ± ０. ４１ ０. ７８０
　 ２４ 周 ６. ３９ ± ０. ３３ ６. ２１ ± ０. ３９ ０. ３３８
ｈｓ￣ＣＲＰ / (μｇ / Ｌ)
　 １２ 周 ５. ９８ ± ０. ８６ ５. ８６ ± ０. ８６ ０. ７８２
　 ２４ 周 ４. ５８ ± ０. ５１∗∗∗ ６. １２ ± ０. ８７ ０. ０００
ＭＭＰ￣９ / (μｇ / Ｌ)
　 １２ 周 ０. ４４ ± ２. ０５ ５０. ４２ ± １. ９９ ０. ９８５
　 ２４ 周 ４３. ９３ ± ２. １６∗∗∗ ５０. ５５ ± ２. ２４ ０. ０００

注:组内比较:Ｐ ＝ ０. ００３ꎬＰ ＝ ０. ００２ꎬＰ < ０. ００１

２. 吡格列酮对斑块组成成分的影响:吡格列酮

组经过 １２ 周治疗ꎬ ＮＣ 绝对面积(ＮＣ)、ＮＣ 相对比

例(ＮＣ％ )较前减少ꎬＦＩ 相对比例(ＦＩ％ )、ＦＦ 相对

比例(ＦＦ％ )较前增加ꎬ而对照组 ＮＣ、ＮＣ％ 、ＤＣ 及

ＤＣ％较前增加ꎬＦＩ％ 、ＦＦ％ 较前减少ꎮ 两组间 ＮＣ
[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ｖｓ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３)ｍｍ２ꎬＰ
< ０ ００１]、ＮＣ％ [( － ２ ３５ ± ３ １１) ｖｓ (１ ８７ ± ４ ６２
)％ ꎬＰ ＝ ０ ０１２]、ＤＣ [０ ０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 ｖｓ ０ １０
(０ ００ꎬ ０ １０ ) ｍｍ２ꎬ Ｐ < ０ ００１ ]、 ＤＣ％ [ ０ ００
( － ３ １２ꎬ０ １４) ｖｓ ２ ００ ( － ０ １９ꎬ ３ １９ )％ ꎬ Ｐ ＝
０ ００２]、 ＦＩ％ [( １ ４４ ± ３ １１ ) ｖｓ ( － ０ ９０ ±
４ ６２)％ ꎬＰ ＝ ０ ００３]、ＦＦ％ [０ ３１ (０ ００ꎬ２ ７８) ｖｓ.
－ ０ ７４( － ３ １２ꎬ０ ００)％ ꎬＰ < ０ ００１]的变化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表 ３)ꎮ
３ 吡格列酮对动脉粥样斑块血栓形成的影响:

药物诱发斑块血栓形成后ꎬ吡格列酮组所选的 ４０ 个

斑块中ꎬ９ 个斑块有血栓形成ꎬ３１ 个斑块无血栓形

成ꎬ对照组的 ４０ 个斑块中ꎬ２３ 个有血栓形成ꎬ１７ 个

无血栓形成(图 １)ꎮ 两组之间斑块的血栓形成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１)ꎮ 其中吡格列酮组有

血栓形成的 ９ 个斑块中ꎬ１ 个斑块的 ＮＣ 绝对面积较

前减少ꎬ８ 个斑块的 ＮＣ 绝对面积较前未减少(图
２)ꎮ 吡格列酮组中 ＮＣ 绝对面积、ＮＣ％ 、ＤＣ 绝对面

积及 ＤＣ％分别较前减少和未减少的斑块之间的血

栓形成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１)ꎬ同时 ＦＩ
绝对面积、ＦＩ％ 、ＦＦ 绝对面积及 ＦＦ％ 分别较前增加

和未增加的斑块之间的斑块破裂率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０１)ꎮ

表 ２　 药物干预 １２ 周后斑块各组成成分的变化

[ｘ ± ｓꎬＭ(ＱＲ)]

项目 吡格列酮组(ｎ ＝ ６) 对照组(ｎ ＝ ６) Ｐ 值

ＮＣ
　 绝对面积 / ｍｍ２

　 　 １２ 周 ０. ５３ ± ０. ２５　 ０. ５２ ± ０. ２２ ０. ８８６
　 　 ２４ 周 ０. ４８ ± ０. ２４＃ ０. ５７ ± ０. １８ ０. ０８１
　 　 Δ －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３) ０. ０００
　 相对比例 / ％
　 　 １２ 周 １８. ４３ ± ６. ８１ １７. ６３ ± ５. ４７ ０. ７０４
　 　 ２４ 周 １６. ８４ ± ６. ７９＃＃ １８. ３１ ± ４. ４６ ０. ２５６
　 　 Δ － ２. ３５ ± ３. １１ １. ８７ ± ４. ６２ ０. ０１２
　 　 ＤＣ
　 绝对面积 / ｍｍ２

　 　 １２ 周 ０. ２０(０. ２０ꎬ０. ３０) ０. ２０(０. １０ꎬ０. ３０) ０. １１６
　 　 ２４ 周 ０. ２０(０. １０ꎬ０. ３０) ＃＃＃ ０. ３０(０. ２０ꎬ０. ３０) ０. ０６１
　 　 Δ ０. ０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０. ０００
　 相对比例 / ％
　 　 １２ 周 ８. ８５ ± ４. ００ ７. ２８ ± ３. ４５ ０. ０８０
　 　 ２４ 周 ７. ９５ ± ３. ７５＃＃＃＃ ８. ９２ ± ３. ４６ ０. ２３２
　 　 Δ ０. ００( － ３. １２ꎬ０. １４) ２. ００( － ０. １９ꎬ３. １９) ０. ００２
　 　 ＦＩ
　 绝对面积 / ｍｍ２

　 　 １２ 周 １. ６９ ± ０. ３１ １. ８０ ± ０. ３２ ０. ０６３
　 　 ２４ 周 １. ７３ ± ０. ３３＃＃＃＃＃ １. ８８ ± ０. ３５ ０. ０５８
　 　 Δ ０. ０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０. １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３) ０. １０５
　 相对比例 / ％
　 　 １２ 周 ６０. ９１ ± ９. ０５ ６２. ４４ ± ６. ０３ ０. ３７９
　 　 ２４ 周 ６２. ７１ ± ８. ６２＃＃＃＃＃＃ ６１. １７ ± ５. ０７ ０. ３３５
　 　 Δ １. ４４ ± ３. １１ ￣０. ９０ ± ４. ６２ ０. ００３
ＦＦ
　 绝对面积 / ｍｍ２

　 　 １２ 周 ０. ３４ ± ０. １７ ０. ３７ ± ０. １５ ０. ３６６
　 　 ２４ 周 ０. ３６ ± ０. １７ ０. ３６ ± ０. １５ ０. ９４４
　 　 Δ ０. ００(０. ００ꎬ０. １０) ０. ００(￣０. １０ꎬ０. ００) ０. ０５２
　 相对比例 / ％
　 　 １２ 周 １１. ８０ ± ４. ４１ １２. ６６ ± ４. ３２ ０. ３８５
　 　 ２４ 周 １２. ５０ ± ４. ５０ １１. ５９ ± ３. ７１ ０. ３２８
　 　 Δ ０. ３１(０. ００ꎬ２. ７８) － ０. ７４( － ３. １２ꎬ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注:ＮＣ:坏死成分ꎬＤＣ:钙化成分ꎬＦＩ:纤维成分ꎬＦＦ:纤维脂质成分ꎻ组内比

较ꎬ＃Ｐ ＝０. ００２ꎻ＃＃Ｐ ＝０. ００３ꎻ＃＃＃Ｐ ＝０. ０１２ꎻ＃＃＃＃＃:Ｐ ＝０. ０２８ꎻ＃＃＃＃＃＃:Ｐ ＝０.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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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两组血栓形成情况　 图 ２　 吡格列酮组斑块成分变化及

血栓形成情况

图 ３　 吡格列酮组 ＶＨ￣ＩＶＵＳ 图像

讨　 论

炎症在斑块形成和进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ꎬ它
是斑块易损性的一个重要标志[８ ￣９]ꎮ ＭＭＰ￣９ 可降解

多种细胞外基质ꎬ导致斑块的纤维帽变薄和广泛的

血管重建ꎬ它是斑块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有

研究发现吡格列酮可以减少 ＭＭＰ￣９ 的表达ꎬ发挥抗

Ａｓ 作用[１０]ꎮ 一些文献报道吡格列酮能够通过调控

斑块形成和进展中的炎症状态ꎬ降低斑块内炎症程

度来发挥 Ａｓ 作用ꎬ提高斑块的稳定性 [１１￣１３]ꎮ 本实

验结果显示吡格列酮组 ｈｓ￣ＣＲＰ、ＭＭＰ￣９ 明显下降ꎬ
再次证明了吡格列酮的抗炎作用ꎮ

ＶＨ￣ ＩＶＵＳ 是一种较新的血管内超声后处理技

术ꎬ 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反向散射的超声射频信

号ꎬ 通过功率频谱的处理(傅立叶转换、 韦尔奇功

率频谱和自动回归模型)进行比较分析ꎬ 重建实时

斑块分类的组织图像ꎬ不仅可以准确地显示血管腔

的边界以及发现支架内的新生内膜组织ꎬ 并对斑块

成分做定性和定量分析ꎮ ＶＨ￣ＩＶＵＳ 测定斑块成分

的准确性是 ８０％ ~ ９２％ ꎬ并具有高度可重复性ꎬ它
是评价抗 Ａｓ 药物疗效的新型有效手段[１４]ꎮ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 研究结果显示ꎬＶＨ￣ＩＶＵＳ 发现的易损斑块能

够预测未来的不良冠脉事件[３ꎬ１５]ꎮ 目前认为坏死核

成分是 ＩＶＵＳ 的主要疗效参数ꎬ为各种抗 Ａｓ 治疗的

替代终点ꎻ明显的坏死核和高钙化负荷被认为是斑

块不稳定的标志[１７]ꎬ而高纤维和纤维脂肪含量的斑

块被认为是稳定斑块ꎬ斑块破裂风险低ꎮ 本实验结

果显示ꎬ吡格列酮组坏死核成分减少ꎬ纤维脂肪成分

增加ꎬ与 ＰＰＰ￣Ｔｒｉａｌ[１６]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实验采用蛇

毒 ＋组胺药物诱发家兔斑块血栓形成试验ꎬ结果证

实相对于对照组ꎬ吡格列酮组的斑块血栓形成率明

显减少(Ｐ < ０. ００１)ꎬ并且吡格列酮组中 ＮＣ、ＮＣ％ 、
ＤＣ 及 ＤＣ％减少ꎬＦＩ、ＦＩ％ 、ＦＦ 及 ＦＦ％增加的斑块血

栓形成率低ꎮ 有报道指出胰岛素抵抗和促进血栓形

成有关ꎬ也许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可以改善凝血、纤
溶、血小板功能的异常ꎬ降低血栓形成[１８]ꎮ 目前在

动物实验研究中发现吡格列酮可以抑制血栓形

成[１９]ꎬ此外ꎬ吡格列酮还可以抑制血小板功能[２０]ꎮ
本文还发现ꎬ吡格列酮组血清 ＨＤＬ￣Ｃ 明显升

高ꎬＴＧ 降低ꎬ但 ＬＤＬ￣Ｃ、ＴＣＨＯ 较前无明显变化ꎮ 既

往研究显示他汀类药物引起的斑块回缩与血清

ＬＤＬ￣Ｃ 的降低有关[２１￣２２]ꎬ但吡格列酮引起斑块回缩

却未降低 ＬＤＬ￣Ｃꎬ也许 ＨＤＬ￣Ｃ 的升高与斑块回缩有

关ꎮ 近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 ＨＤＬ￣Ｃ 抗 Ａｓ 的作用的

机制ꎬ包括细胞内胆固醇的流出、抗氧化和抗炎活

性ꎬ也许 ＨＤＬ￣Ｃ 是吡格列酮影响斑块进展作用中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ꎮ
总之ꎬ 吡格列酮可引起动脉粥样斑块的回缩ꎬ

降低斑块血栓事件的发生ꎬ是新型的抗动脉粥样硬

化药物ꎬ但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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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右腋下直切口内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变得简单易

行ꎬ虽然增加了术野的显露难度ꎬ但是明显减少了患

者股动静脉的额外创伤ꎬ同时对于有经验ꎬ熟知心脏

解剖的外科医生来说ꎬ手术野的暴露也并不困难

(图 ２)ꎮ
术后随访发现ꎬ传统组患者因其切口位于胸骨

正中ꎬ随着呼吸运动的活动ꎬ皮肤张力大ꎬ切口愈合

后形成的疤痕大多较明显ꎬ小儿患者还易形成鸡胸ꎬ
胸 Ｘ 线片示胸骨有钢丝金属影ꎬ对患者的身心造成

长期负面影响ꎬ而右腋下直切口组者因其切口隐蔽ꎬ
皮肤张力小ꎬ切口愈合后疤痕多较纤细ꎬ还避免了前

外侧切口和腋前线切口等潜在对胸肌及女性乳房发

育的影响ꎮ
由此可见ꎬ经右腋下直切口建立体外循环行常

见简单先心病的矫治ꎬ安全可靠ꎬ手术创伤小ꎬ术后

引流少ꎬ恢复快ꎬ切口美观ꎬ远期随访满意ꎬ具有良好

的临床效果ꎬ可进一步临床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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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研究 ＮＯＤ 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 ３(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在高血压导致心脏纤维化重构

中的作用与影响ꎮ 方法:１８ 只雄性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ｎ ＝ ８)灌注 ０ ９％氯化钠溶液ꎬ和血

管紧张素(Ａｎｇ ＩＩ)组(ｎ ＝ １０)灌注 Ａｎｇ ＩＩꎬ采用鼠尾套管法测量小鼠血压ꎮ 于灌注第 ７ 天后处死小鼠ꎬ收
取心脏组织进行切片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Ｈ￣Ｅ 与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观测心脏炎症浸润与纤维化重构、使用

ｑＰＣＲ 检测炎症因子和 ｎｌｒｐ３ 炎症小体表达与活化ꎮ 结果:与对照组小鼠相比较ꎬＡｎｇ ＩＩ 组小鼠在灌注后

血压从第 １ 天起持续升高ꎬ并持续到第 ７ 天ꎮ 炎症因子白介素( ＩＬ)￣１β、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 以

及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ｉＮＯＳ)表达增加ꎬ巨噬细胞浸润增加ꎬ炎症小体表达增多ꎬ心脏中的间质胶原沉

积增加ꎬ肌成纤维细胞标志 α￣ＳＭＡ 表达增加ꎻ与对照组相比ꎬ体外使用 Ａｎｇ ＩＩ 刺激巨噬细胞后ꎬＩＬ￣１β 表

达升高ꎬ炎症小体 ｎｌｒｐ３ 表达增加ꎬ给与 Ｐ２Ｘ７ 受体(可以激活炎症小体 ｎｌｒｐ３)抑制剂 ＰＰＡＤＳ 后ꎬＩＬ￣１β 与

ｎｌｒｐ３ 转录水平表达降低ꎮ 结论:高血压可能通过促进巨噬细胞内炎症小体 ｎｌｒｐ３ 的表达ꎬ引起 ＩＬ￣１β 的

释放增多ꎬ促进心脏组织中巨噬细胞浸润ꎬ导致心脏组织损伤和纤维化加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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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ｓｏ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ａ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Ａｎｇ ＩＩ￣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ｏｗｅｄ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１４８ ± ２) ｖｓ. (９２ ± ２)ｍｍＨｇꎬ １ 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 ｋＰａꎬ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ｇａｔｅｄ ｃａｒｄｉ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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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β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ｇ ＩＩ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ｃｒｕｉｔ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ｔｉｓｓ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ｓ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Ｌ￣１β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ｇ ＩＩ￣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６９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 ３４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６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ꎻ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ｓｏｍｅꎻ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ＩＩꎻ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ꎻ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高血压的进展过程中ꎬ炎症可以导致心脏组织

间质的损伤以及胶原沉积ꎬ进而引起纤维化重塑ꎬ降
低心室壁顺应性[１￣２]ꎮ 高血压可以引起多种促进炎

症因子和趋化因子分泌增加ꎬ导致巨噬细胞等炎症

细胞的浸润进而引起炎症损伤ꎮ 白介素(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ｋｉｎꎬ ＩＬ)￣１β 作为一种重要的急性期蛋白ꎬ在高血压

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３]ꎮ 我们前期工作表明ꎬ
通过抑制 ＩＬ￣１β 可以减轻血管紧张素 ＩＩ(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
ｉｎ ＩＩꎬＡｎｇ ＩＩ)诱导的心脏纤维化炎症[４]ꎮ 炎症小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ｓｏｍｅ)是近年来所发现分子结构ꎬ参与到

固有免疫系统应答的过程当中[５]ꎮ 研究表明ꎬ炎症

小体家族成员 ＮＯＤ 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 ３(Ｎｌｒｐ３)
调控 ＩＬ￣１β 的修饰过程[６]ꎮ 但炎症小体 ｎｌｒｐ３ 是否

参与高血压心脏纤维化过程尚不清楚ꎮ 本文拟在血

管紧张素所引起的高血压心脏损伤模型中ꎬ研究炎

症小体的表达以及对 ＩＬ￣１β 分泌和纤维化性损伤修

复的作用ꎮ

材料与方法

１. 动物与主要试剂: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 １８ 只雄性ꎬ
体质量 ２０ ~ ２４ｇꎬ１０ ~ １２ 周ꎬ由华阜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购买ꎬＳＰＦ 级动物房饲养ꎮ 置人式胶囊渗透泵

(ＡＬＺＥＴ １００７Ｄꎬ购自 ＤＵＲＥＣＴ 公司)ꎻ小动物无创

血压仪(ＢＰ９８Ａꎬ 购自 Ｓｏｆｔｒｏｎ 公司)ꎻＡｎｇ ＩＩ(２５ｍｇꎬ
购自 Ｓｉｇｍａ 公司)ꎻ ＩＬ￣１β、平滑肌肌动蛋白 α (α￣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ｃｔｉｎꎬ α￣ＳＭＡ) 抗体、 Ｍａｃ￣２ 抗体、
ＧＡＰＤＨ 抗体(分别购自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 和 ａｂｃａｍ 公司)ꎮ

２. 动物模型: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 １８ 只ꎬ雄性ꎬ随机

分为两组:０ ９％氯化钠溶液灌注组(８ 只)与 Ａｎｇ ＩＩ
灌注组(１０ 只)ꎮ Ａｎｇ ＩＩ 剂量为 １ ０００ｎｇｋｇ￣１ｍｉｎ￣１ꎬ
采用皮下埋植法进行渗透泵灌注ꎬ手术方法参考文

献[７]ꎮ 小鼠在造模前与造模后每日检测血压ꎬ以第

７ 日最终血压 > １４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确

定为造模成功ꎮ
３. 组织病理切片与免疫组化染色:用含有肝素

的 ０ ９％氯化钠灌注心脏后剪下心脏组织ꎬ在 ４％多

聚甲醛中固定过夜ꎬ然后进行脱水包埋制作石蜡切

片ꎮ 采用 Ｈ￣Ｅ 染色法观察心脏中白细胞的浸润ꎬ采
用 Ｍａｓｓｏｎ 法观察心脏间质中胶原的沉积ꎮ 组织切

片经过抗原修复后ꎬ使用血清封闭 ３０ 分钟ꎬ之后加

入免疫组化染色一抗ꎬ在 ４ｏＣ 孵育过夜ꎬ第二日使用

二步法试剂(购自中杉金桥公司)进行二抗孵育 ４０

分钟ꎬ之后使用 ＤＡＢ 显色法进行显色ꎮ 采用尼康公

司 Ｎ９０ｉ 电子显微镜采集图像ꎬ并且使用 ＮＩＳ￣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ｒ ４ ０ 软件进行图像分析ꎮ

４. 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心脏组织在 ０ ９％ 氯化

钠溶液灌注后ꎬ取出并加入到 Ｔｒｉｚｏｌ 试剂(购自 Ｉｎ￣
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公司)中ꎬ之后使用组织破碎仪(购自 ｏｍｎｉ
公司)进行组织裂解粉碎ꎬ并用三氯甲烷与异丙醇

进行 ＲＮＡ 的抽提ꎮ 提出的 ＲＮＡ 在测定浓度后ꎬ通
过 Ａ３５００ 反转录试剂盒(购自 Ｐｒｏｍｅｇａ)进行反转

录ꎬ并且将反转后的 ｃＤＮＡ 使用 ＳＹＢＲ(购自 ＴＡＫＡ￣
ＲＡ 公司)进行目的基因的表达检测ꎬ反应所需组分

包括:２ ｘ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１０μＬꎻＲＮａｓｅ
Ｆｒｅｅ Ｈ２Ｏ ７μＬꎻ上下游引物各 １μＬꎻ模版 ｃＤＮＡ １μＬꎬ
检测仪器使用 ＣＦＸ￣９６ 实时定量 ＰＣＲ 仪(购自 Ｂｉｏ￣
ｒａｄ 公司)ꎬ使用的相关引物都通过 ＮＣＢＩ / Ｐｒｉｍｅｒ￣
ＢＬＡＳＴ 进行设计ꎬ引物序列见表 １ꎮ

表 １　 引物序列明细

基因名称 上游序列 下游序列

ＧＡＰＤＨ ＡＴＧＧＴＧＡＡＧＧＴＣＧＧＴＧＴＧＡＡ ＣＣＴＴＧＡＣＴＧＴＧＣＣＧＴＴＧＡＡＴ
ＩＬ￣１β ＧＣＡＣＴＡＣＡＧＧＣＴＣＣＧＡＧＡＴＧＡＡ ＧＴＣＧＴＴＧＣＴＴＧＧＴＴＣＴＣＣＴＴＧＴ
ＩＬ￣６ ＣＴＴＧＧＧＡＣＴＧＡＴＧＣＴＧＧＴＧＡＣＡ ＧＣＣＴＣＣＧＡＣＴＴＧＴＧＡＡＧＴＧＧＴＡ
ＴＮＦ￣α ＧＧＡＡＣＴＧＧＣＡＧＡＡＧＡＧＧＣＡＣＴＣ ＡＧＡＧＧＣＴＧＡＧＡＣＡＴＡＧＧＣＡＣ
Ｃａｓｐ￣１ ＡＴＧＡＡＧＴＴＧＣＴＧＣＴＧＧＡＧＧＡＴ ＡＣＴＧＴＣＡＧＡＡＧＴＣＴＴＧＴＧＣＴＣＴ
Ｎｌｒｐ３ ＡＧＣＣＴＴＣＣＡＧＧＡＴＣＣＴＣＴＴＣ ＣＴＴＧＧＧＣＡＧＣＡＧＴＴＴＣＴＴＴＣ
ＡＳＣ ＧＡＡＧＣＴＧＣＴＧＡＣＡＧＴＧＣＡＡＣ ＧＣＣＡＣＡＧＣＴＣＣＡＧＡＣＴＣＴＴＣ

反应条件为①９５℃ １ 分钟ꎻ② ９５℃ １０ｓꎻ③
６０℃ ３０ｓꎻ②和③重复 ４５ 个循环ꎻ④熔解曲线测定

从 ５５℃开始至 ９５℃ꎬ每循环增加 ０ ５℃ꎮ 以上实验

步骤皆参考相应的说明书进行ꎮ
５. 巨噬细胞分离与培养:将成年小鼠颈部脱臼

处死后ꎬ进行酒精消毒ꎬ然后在无菌超净台内分离下

小鼠的股骨与胫骨ꎬ用 ２５Ｇ 的注射器将骨髓冲入装

有 ＰＢＳ 的皿中ꎮ 之后将混匀的悬浊液通过 ２００ 目

筛网过滤ꎬ之后通过梯度离心法获得单个核细胞的

悬液ꎮ 提取好的细胞在 １０％ 胎牛血清的 ＤＭＥＭ 高

糖培养基中进行培养ꎬ并加入 １０ｎｇ / ｍＬ 的单核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Ｍ￣ＣＳＦ)培养 ３ 天后使用[７]ꎮ 使用

Ａｎｇ ＩＩ 或 ＤＭＳＯ 刺激巨噬细胞时ꎬ按照 １００ｎＭ 的浓

度进行刺激 ６ 小时ꎮ
６. 统计学方法:使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５ ０ 软件

进行数据统计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
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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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１. Ａｎｇ ＩＩ 灌注导致心脏损伤与纤维化修复:将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野生小鼠分为两组ꎬ分别进行 ０ ９％ 氯化

钠溶液或 Ａｎｇ ＩＩ 灌注ꎬ时间为 ７ 天ꎮ 首先测量了两

组小鼠的血压ꎬ发现与 ０ ９％ 氯化钠溶液灌注组相

比ꎬＡｎｇ ＩＩ 灌注组在灌注 １ 天后ꎬ血压开始升高ꎬ并
且持续到 ７ 天ꎬ而 ０ ９％ 氯化钠溶液组血压未见升

高ꎬＡｎｇ ＩＩ 组:(１４８ ± ２)ｍｍＨｇ 对 ０ ９％ 氯化钠溶液

组:(９２ ± ２)ｍｍＨｇ(Ｐ < ０ ０５ꎬ图 １Ａ)ꎮ 之后ꎬ我们在

第 ７ 天对小鼠实施了安乐死ꎬ并用添加肝素的

０ ９％氯化钠溶液进行心脏灌流ꎬ用于后续的病理实

验和生化实验检测ꎮ 心脏组织的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结果

显示ꎬ与对照组相比ꎬＡｎｇ ＩＩ 组的间质与血管周胶原

沉积增多ꎬ纤维化重构加重ꎬ而 ０ ９％ 氯化钠溶液组

无明显变化ꎬＡｎｇ ＩＩ 组:(２ ４ ± ０ ５)％ ｖｓ. ０ ９ 氯化

钠溶液组: (０ ４ ± ０ ３)％ (Ｐ < ０ ０５ꎬ图 １Ｂ)ꎮ 接下

来ꎬ为了进一步验证 Ａｎｇ ＩＩ 所造成的损伤与纤维化

重塑ꎬ我们使用免疫组化染色法来观测心脏组织中

α￣ＳＭＡ 的表达(肌成纤维细胞的标志物)ꎬ发现与

０ ９％氯化钠溶液组相比ꎬＡｎｇ ＩＩ 灌注组的 α￣ＳＭＡ
表达明显增加ꎬ说明肌成纤维细胞细胞活化增多ꎬ导
致胶原分泌增多ꎬ Ａｎｇ ＩＩ 组: ( ３ ５ ± ０ ７ )％ ｖｓ.
０ ９％氯化钠溶液组: (０ ８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ꎬ图
１Ｃ)ꎮ 综上ꎬＡｎｇ ＩＩ 灌注可以导致心脏损伤ꎬ引起纤

维化性修复ꎮ
２. Ａｎｇ ＩＩ 灌注促进心脏中炎症浸润与炎症小体

表达:首先通过 Ｈ￣Ｅ 染色观察心脏病理切片ꎬ发现

Ａｎｇ ＩＩ 灌注后ꎬ心肌组织和管周都有白细胞的浸润

(图 ２Ａ)ꎮ 接下来ꎬ我们进行 ｍａｃ￣２(一种巨噬细胞

的标志物)免疫组化染色ꎬ发现在 Ａｎｇ ＩＩ 灌注后ꎬ与
Ｈ￣Ｅ 染色白细胞浸润的地方相一致ꎬ间质与管周部

位有巨噬细胞的浸润ꎬ而 ０ ９％ 氯化钠溶液灌注组

中并没有(图 ２Ｂ)ꎮ 以上结果提示ꎬＡｎｇ ＩＩ 可以导致

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向心脏中浸润ꎮ 然后ꎬ我们使

用免疫组化染色检测了炎症小体相关的细胞因子

ＩＬ￣１β 的表达情况ꎬ发现在 Ａｎｇ ＩＩ 灌注的心脏组织

当中ꎬ与 ０ ９％氯化钠溶液灌注的心脏组织相比 ＩＬ￣
１β 的表达明显升高(图 ２Ｃ)ꎮ 通过实时定量 ＰＣＲ
检测了炎症小体 ｎｌｒｐ３ 及相关成分在心脏组织中的

表达情况ꎬ发现 ｎｌｒｐ３ 与 ｃａｓｐ１ (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ꎬ胱天蛋白

酶 １)表达在 Ａｎｇ ＩＩ 灌注组中升高ꎬ与 ＩＬ￣１β 的表达

相一致(图 ２Ｄ)ꎮ 最后ꎬ我们检测了 ３ 种促炎因子ꎬ
ＩＬ￣６ꎬ ＴＮＦ￣α 以及 ｉＮＯＳ 的表达ꎬ发现在 Ａｎｇ ＩＩ 灌注

组中相较于对照组都有比较明显的表达上调ꎬ提示

心脏组织炎症加重(图 ２Ｅ)ꎮ 综上ꎬ我们的实验结果

说明ꎬ在 Ａｎｇ ＩＩ 所导致的心脏炎症损伤中ꎬ有炎症小

体的表达ꎬ提示炎症小体可能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ꎮ
３. 炎症小体介导巨噬细胞分泌 ＩＬ￣１β:在心肌

梗死过程中炎症小体的表达升高ꎬ提示炎症小体可

能是参与无菌性炎症的重要角色[８￣１０]ꎮ 在 Ａｎｇ ＩＩ 诱
导的心脏损伤中ꎬ巨噬细胞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ꎬ
那么我们推测巨噬细胞中可能也有炎症小体的表

达ꎮ 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ꎬ我们提取了野生小鼠的

巨噬细胞进行培养ꎮ 我们将巨噬细胞分为两组ꎬ分
别是 Ａｎｇ ＩＩ 处理组与 ＤＭＳＯ 对照处理组ꎮ 处理后 ６
小时ꎬ我们收取了细胞ꎬ提取了 ＲＮＡꎬ检测了炎症小

体的相关基因表达情况ꎬ发现与对照组相比ꎬＡｎｇ ＩＩ
刺激组巨噬细胞中的 ｎｌｒｐ３ꎬ ＡＳＣ(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 ｓｐｅｃｋ￣ｌｉｋ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ＣＡＲＤꎬ含 ＣＡＲＤ 域

的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以及 ＩＬ￣１β 表达升高ꎮ 上

述结果提示ꎬ在 Ａｎｇ ＩＩ 灌注的心脏炎症损伤过程中ꎬ
巨噬细胞可能有炎症小体的表达与 ＩＬ￣１β 的分泌相

关(图 ３)ꎮ 接下来ꎬ我们为了验证炎症小体是否影

响巨噬细胞的 ＩＬ￣１β 分泌ꎬ使用了一种炎症小体的

抑制剂 ＰＰＡＤＳꎮ 有文献报道ꎬ炎症小体的激活可能

依赖于细胞外 ＡＴＰ 的摄取ꎬ而这一过程是由 Ｐ２Ｘ７
受体介导的[１０]ꎮ ＰＰＡＤＳ 是 Ｐ２Ｘ７ 的一种选择性抑制

剂ꎮ 我们将 ＰＰＡＤＳ(１００μＭ)加入 Ａｎｇ ＩＩ 处理前的

巨噬细胞当中ꎬ再进行处理和培养ꎮ 我们发现经过

ＰＰＡＤＳ 处理过的巨噬细胞在 Ａｎｇ ＩＩ 刺激 ６ｈ 后ꎬ炎
症小体的表达与产生 ＩＬ￣１β 的能力都有所下降ꎮ 提

示炎症小体可能介导了巨噬细胞中的 ＩＬ￣１β 的表达

(图 ３)ꎮ 综上ꎬ我们的实验结果提示巨噬细胞中的

炎症小体可能与 Ａｎｇ ＩＩ 诱导的心脏炎症损伤具有相

关性ꎮ

讨　 论

在高血压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ꎬ炎症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ꎮ Ａｎｇ ＩＩ 是高血压过程中引起炎症损伤的

主要因素ꎮ Ａｎｇ ＩＩ 灌注可以引起循环中的免疫细胞

如淋巴细胞与巨噬细胞的活化与组织浸润ꎬ进而引

起多种炎症因子与趋化因子的表达与分泌增加ꎬ导
致炎症损伤的发生与进展[１２]ꎮ 我们的研究同样证

明了在 Ａｎｇ ＩＩ 后ꎬ出现巨噬细胞的浸润ꎬ炎症因子的

分泌增加ꎬ导致心脏炎症以及纤维化性修复ꎮ 炎症

小体是一种近年来所发现的分子ꎬ一些研究表明ꎬ
ｎｌｒｐ３ 炎症小体参与到了心梗后的损伤与炎症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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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Ａｎｇ ＩＩ 诱导心脏炎症损伤与纤维化修复

Ａ:小鼠血压测量结果ꎬ与对照组相比第 １ꎬ３ꎬ７ 天升高明显ꎻＢ: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评价 Ａｎｇ ＩＩ 灌注后心脏

纤维化修复ꎬ与 ０ ９％氯化钠溶液对照组相比加重ꎻ Ｃ:α￣ＳＭＡ 免疫组化染色ꎬ与对照组相比 Ａｎｇ ＩＩ

灌注组明显增加ꎮ 注:两组相比ꎬ∗Ｐ < ０ ０５

图 ２　 Ａｎｇ ＩＩ 促进炎症浸润与炎症小体表达

Ａ:Ｈ￣Ｅ 染色显示 Ａｎｇ ＩＩ 灌注后心脏中白细胞浸润情况ꎻＢ、Ｃ:Ａｎｇ ＩＩ 灌注后 Ｍａｃ￣２ 和 ＩＬ￣１β 免疫组化染色的表达情况ꎻＤ:ｑＰＣＲ 检测

Ａｎｇ ＩＩ 灌注后炎症小体相关指标 ｎｌｒｐ３ ｃａｓｐ１ 与 ＩＬ￣１β 的表达情况ꎻＥ:ｑＰＣＲ 检测 Ａｎｇ ＩＩ 灌注后炎症因子的表达情况ꎮ 注:与对照组

相比ꎬ∗Ｐ < ０ ０５

图 ３　 Ａｎｇ ＩＩ 激活巨噬细胞内炎症小体活化且可以被 ＰＰＡＤＳ 抑制

注:Ａｎｇ ＩＩ 激活炎症小体促进巨噬细胞分泌 ＩＬ￣１β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ꎬＡｎｇ ＩＩ 促进巨噬细胞表达炎症小体与 ＩＬ￣１βꎬ与单纯用 Ａｎｇ
ＩＩ 处理的巨噬细胞相比ꎬ加入炎症小体抑制剂 ＰＰＡＤＳ 可以减轻巨噬细胞内的炎症小体表达与 ＩＬ￣１β 分泌转录ꎮ 注:与空白对照

组相比ꎬ∗Ｐ < ０ ０５ꎬ与 Ａｎｇ ＩＩ 处理组相比ꎬ＃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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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ꎬ促进 ＩＬ￣１β 的活化ꎬ引发并招募炎症浸

润[５￣６]ꎮ 同时ꎬ还有研究发现在动脉粥样硬化的过

程当中ꎬ内皮细胞内的 ｎｌｒｐ３ 炎症小体表达可以被

ＳＲＥＢＰ２ 所依赖的血液湍流所激活ꎬ参与到炎症过

程当中[１１]ꎮ ＩＬ￣１β 是一种急性反应期蛋白ꎬ对于炎

症的起始以及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我们的

实验证明ꎬ在 Ａｎｇ ＩＩ 所引发的心脏炎症中ꎬ存在有

ＩＬ￣１β 的高表达同时ꎬ炎症小体相关的分子包括 Ｎｌ￣
ｒｐ３ꎬＣａｓｐ￣１ 都有表达升高ꎮ 提示炎症小体确实参与

到了 Ａｎｇ ＩＩ 所诱导的高血压性心脏病中ꎬ并且与 ＩＬ￣
１β 的表达相关ꎮ

巨噬细胞在免疫和炎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ꎮ 我们实验室的前期工作表明ꎬ巨噬细胞

参与到 Ａｎｇ ＩＩ 诱导的高血压过程中ꎮ 通过去除循

环中的巨噬细胞ꎬ可以明显减轻高血压和 Ａｎｇ ＩＩ
所造成的心脏损伤以及纤维化重塑ꎬ提示巨噬细

胞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１３] ꎮ 但是ꎬ巨噬细胞如

何影响和参与 Ａｎｇ ＩＩ 介导的炎症机制尚不清楚ꎮ
ＩＬ￣１β 可以由巨噬细胞分泌ꎬ并且进一步的促进巨

噬细胞活化ꎬ促使炎症的发生与进展ꎮ 所以ꎬ我们

推测炎症小体可以通过影响巨噬细胞中 ＩＬ￣１β 的

分泌从而影响炎症的进展和发生ꎮ 在我们的实验

当中ꎬ我们初步证明了巨噬细胞可以在 Ａｎｇ ＩＩ 刺

激下ꎬ促进炎症小体的表达升高ꎬ促进 ＩＬ￣１β 的表

达ꎮ 并且当给与巨噬细胞炎症小体的抑制剂

ＰＰＡＤＳ 后ꎬ可以观察到巨噬细胞中炎症小体相关

的 Ｎｌｒｐ３ 与 ＡＳＣ 表达下降ꎬ并且 ＩＬ￣１β 的表达也发

生了下调ꎮ 提示炎症小体可能在巨噬细胞中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抑制炎症小体可以减少巨噬细胞中

ＩＬ￣１β 的表达ꎬ提示炎症小体可能对 Ａｎｇ ＩＩ 引发的

心脏炎症损伤中巨噬细胞具有一定的作用ꎬＡｎｇ ＩＩ
可能通过激活炎症小体来促进巨噬细胞活化ꎬ进而

引发炎症ꎮ 针对炎症小体进行靶向治疗ꎬ可以减轻

炎症的过度激活ꎬ减少心脏炎症损伤ꎬ为临床高血压

治疗提供新的策略与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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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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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版 １９１９ ０. ９０３ ８３１ ０. １００ ０. ６１ ２１４ ２６. １９ ４０６. １２ ５. ８ １. ００ １０. ７０ ０. ３３
扩展版 ６３４５ １. １６０ １２６３ ０. １６７ ０. ７５ ３４９ ５. ７ ０. ３８ ４. ７２

　 　 注:其中影响因子在 ２０ 种心血管病学类期刊中排名第 ３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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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 ３４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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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３００１２０) ꎻ 北京市自然面上基金(７１４２０３０)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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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心血管重塑相关疾病

科研基地建设￣心血管重大疾病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

通信作者:杜杰ꎬ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ꎬ研究方向为高血压发生及其危害、心肌纤维化、心血管重塑及肿瘤血

管新生ꎮ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ｅｄｕｂｊ＠ １２６. ｃｏｍ

基础研究

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检测心肌梗死
后炎症的进程

马友才　 刘 燕　 朴春梅　 王绿娅　 杜 杰

　 　 〔摘要〕 　 目的: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连续动态评估ꎬ同一只鼠心肌梗死后心脏炎症进程的方

法ꎮ 方法:４０ 只成年雄性用荧光素酶标记转录因子 ＮＦ￣κＢ(ＮＦκＢ￣ＲＥ￣ｌｕｃ)小鼠ꎬ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

组和心肌梗死组ꎬ每组各 ２０ 只ꎻ心肌梗死组开胸结扎小鼠冠状动脉前降支ꎬ对照组只给予开胸处理ꎮ 分

别于术前及术后 １ 天、３ 天、５ 天、７ 天、１４ 天及 ２８ 天检测 ＮＦ￣κＢ 的转录活性ꎮ 于 ３ 天时ꎬ收 １０ 只对照组

小鼠 ꎬＣＢＡ 检测外周血清中炎症 因子 ＭＣＰ￣１、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的表达ꎬ荧光定量 ＰＣＲ 检测心肌梗死后心

脏组织中的炎症因子 ＭＣＰ￣１、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的表达ꎮ 手术后 ２８ 天ꎬ超声心动检测小鼠心功能ꎻ心脏组织

病理切片ꎬＭａｓｓｏｎ 三原色法检测心肌梗死后 ２８ 天心脏胶原沉积ꎮ 结果:２８ 天心肌梗死组的病理切片染

色和超声心动结果均证明心肌梗死模型造模成功ꎮ 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检测到 ＮＦ￣κＢ 转录活性的动态

变化:心肌梗死后 １ 天、３ 天、５ 天及 ７ 天后 ＮＦ￣κＢ 表达水平与心肌梗死前相比明显升高[(２５５ ４００ ０００ ±
３１ ２８０ ０００)ꎬ(４５９ ３００ ０００ ± ６４ ２１０ ０００)ꎬ (４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 ７３ ８３０ ０００)ꎬ (３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４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ｖｓ.
(７７ ２８０ ０００ ± １０ ７５０ ０００)ｐ / ｓꎬ Ｐ < ０. ００５)ꎮ 心肌梗死术后 ３ 天心脏组织炎症因子ＭＣＰ￣１、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的 ｍＲＮＡ 表达和血浆中的炎症因子 ＭＣＰ￣１、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的水平均明显升高ꎮ 结论:利用小动物活体成

像技术可以活体检测小鼠心肌梗死后心脏炎症过程ꎮ
〔关键词〕 　 小动物活体成像ꎻ 心肌梗死ꎻ 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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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ｉ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ａ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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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ｖｉｖｏ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ｍｍａｌｓꎻ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ꎻ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冠心病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ꎬ急性心肌梗死是

冠心病中最常见的一种ꎮ 炎症在心肌梗死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１￣２]ꎮ 转录因子 ＮＦ￣κＢ 是一种由 ｐ５０ 和

ｐ６５ 两个亚单位组成的异二聚体ꎬ可调节多种炎症

因子的表达ꎬ参与多种炎症疾病的病理过程[３￣４]ꎮ
ＬＰＴＡ 动物模型 ＢＡＬＢ / Ｃ￣Ｔｇ(ＮＦκＢ￣ＲＥ￣ｌｕｃ)￣Ｘｅｎꎬ
一般称作 ＮＦκＢ￣ＲＥ￣ｌｕｃꎬ是一种包含 ６ 个 ＮＦ￣κＢ 反

应元件(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ＲＥꎬ 来自 ＣＭＶα 即早

启动子 ３ꎬ 位于 ＳＶ４０ 启动子和编码荧光素酶 ｃＤＮＡ
的上游)转基因小鼠ꎮ 在 ＮＦκＢ￣ＲＥ￣ｌｕｃ 小鼠中ꎬ荧
光素酶( ｌｕｃｉｆｅｒａｓｅ)报告基因表达即表明 ＮＦ￣κＢ 表

达ꎮ 利用此原理形成的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３ꎬ５]ꎬ通
过检测 ＮＦκＢ￣ＲＥ￣ｌｕｃ 小鼠的荧光素酶表达检测 ＮＦ￣
κＢ 的转录活性ꎬ可以实时动态无创检测炎症的进

程ꎮ Ｆｅｔ 等成功地用 ＮＦκＢ￣ＲＥ￣ｌｕｃ 小鼠活体成像技

术实时监测疝修补网周围的炎症进程[６]ꎮ 然而ꎬ利
用活体成像、炎症因子、病理学技术及心功能同时检

测心肌梗死后心脏炎症ꎬ尚未见报道ꎮ 本文试图探

讨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检测心肌梗死后的炎症过

程ꎬ从而为研究心肌梗死的发生机制、药物疗效的检

测提供一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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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ｃｈｅ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 ｍｃｐ￣１ ５′￣ＡＧＣＴＣＴＣＴＣＴＴＣＣＴＣＣＡＣＣＡ￣３′
５′￣ＧＧＴＣＡＧＣＡＣＡＧＡＣＣＴＣＴＣＴＣ￣３′

Ｍｕｓ ｍｕｓｃｕｌｕｓ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ＮＦ￣α ５′￣ＡＣＣＣＴＣＡＣＡＣＴＣＡＣＡＡＡＣＣＡ￣３′
５′￣ＡＣＣＣＴＧＡＧＣＣＡＴＡＡＴＣＣＣＣＴ￣３′

Ｍｕｓ ｍｕｓｃｕｌｕｓ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６ Ｉｌ￣６ ５′￣ＴＣＣＧＧＡＧＡＧＧＡＧＡＣＴＴＣＡＣＡ￣３′
５′￣ＣＡＴＡＡＣＧＣＡＣＴＡＧＧＴＴＴＧＣＣＧ￣３′

Ｍｕｓ ｍｕｓｃｕｌｕｓ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１０ Ｉｌ￣１０ ５′￣ＣＡＧＴＡＣＡＧＣＣＧＧＧＡＡＧＡＣＡＡ￣３′
５′￣ＣＣＴＧＧＧＧＣＡＴＣＡＣＴＴＣＴＡＣＣ￣３′

　 　 １. 实验动物分组:成年雄性 ＮＦκＢ￣ＲＥ￣ｌｕｃ 小鼠

４０ 只(８ 周龄ꎬ体质量 ２０ ~ ２２ｇꎬＳＰＦ 级ꎬ 购自美国

Ｃａｌｉｐｅｒ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公司 )ꎬ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心肌梗死组ꎬ每组各 ２０ 只ꎻ两组均为普通

饲料饲养ꎬ自由饮水和饮食ꎮ
２. 心肌梗死模型的制备[７]:用异氟烷麻醉小

鼠ꎬ仰卧固定好四肢ꎬ继续维持麻醉状态ꎬ酒精消毒

左胸前皮肤ꎮ 在心脏部位 ３、４ 肋间隙位置沿腋窝与

胸骨下端连线做一 １. ５ｃｍ 的切口ꎮ 钝性分离胸大

肌、胸小肌ꎬ弯钳穿破 ３、４ 肋间隙ꎬ左手挤出心脏ꎬ找

到左冠状动脉ꎮ 在心耳下缘水平线下 ２ｍｍ 处用 ６￣０
丝线结扎左冠状动脉前降支ꎮ 结扎成功后ꎬ可见左

心室前壁颜色由暗红变为苍白ꎬ心脏复位ꎬ挤出胸内

气体ꎬ３￣０ 线逢皮关胸ꎮ 该实验得到安贞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ꎮ
３. 小动物活体成像[８]:小鼠提前 １０ ｍｉｎ 腹腔注

射荧光素酶底物 Ｄ￣Ｌｕｃｉｆｅｒｉｎ (１５０ ｍｇ / Ｌ) ꎮ 异氟烷

麻醉后ꎬ再置于 Ｌｕｍｉｎａ ＩＩ 操作台中进行活性检测ꎬ
利用 Ｌｕｍｉｎａ ＩＩ ( Ｔｈｅ ＩＶＩＳ Ｌｕｍｉｎａ ＩＩꎬ 美国 Ｃａｌｉｐｅｒ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进行检测ꎮ 整个操作过程中操作台温

度保持 ３７ ℃ꎮ
４. 组织学检测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 组织病理切片:

先用含有肝素的 ０. ９％ 氯化钠灌注心脏ꎬ待肺组织

和肝组织已经变为白色即说明心脏灌注干净ꎬ后剪

下心脏浸泡于 １０％ 甲醛溶液中固定 ２４ 小时ꎬ制作

石蜡切片ꎮ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检测心脏组织胶原纤维沉

积ꎮ Ｍａｓｓｏｎ 特染的染色程序及结果判定: 参见试剂

盒说明书进行操作ꎮ
５. 小鼠心功能检测[９]:术后 ２８ 天ꎬ测定存活小

鼠的超声心动图ꎮ 用 １. ５％ 异氟烷轻度麻醉小鼠ꎬ
仰卧固定于鼠台ꎬ使心率稳定在 ４００ ~ ６００ 次 /分钟ꎮ
用高分辨率超声成像系统(Ｖｅｖｏ２１００ꎬ加拿大 Ｖｉｓｕ￣
ａｌＳｏｎｉｃ 公司ꎬ４０ＭＨｚ 探头) ꎬ获得二维长轴和短轴

图像ꎬ用 Ｖｅｖｏ 分析软件计算左心室舒张末期和收缩

末期内径、前壁及后壁厚度ꎮ
６.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法检测心肌梗死后炎症相关

因子的 ｍＲＮＡ 表达:每组各取 ４ 只心肌梗死后 ３ 天

小鼠收取整个心脏组织ꎬＴｒｉｚｏｌ 法抽提总 ＲＮＡꎮ 测

定 ＲＮＡ 纯度、浓度(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ｅｒꎬ美
国 ｇｅｎｅ 公司) 后反转为 ｃＤＮＡ(Ｃ１０００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ｙ￣
ｃｌｅｒꎬ 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 ꎬ进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ＣＦＸ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 ꎮ 使用

软件自行设计引物ꎬ由上海生工公司合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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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流式微球阵列:按照 Ｂｅｃｔｏｎ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公司提

供的试剂及仪器(ＬＳＲＦｏｒｔｅｓｓａꎬ 美国 Ｂｅｃｔｏｎ Ｄｉｃｋｉｎ￣
ｓｏｎ 公司)ꎬ制备标准品及待测样品ꎬ按照标准流程

检测ꎬ实验数据分析利用 Ｂｅｃｔｏｎ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ＣＢＡ 分

析软件ꎬ自动制出标准曲线ꎬ得出检测样品的结果ꎮ
８. 统计学分析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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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及干预前后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以

频数(率) 表示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图 １　 Ｍａｓｓｏｎ 心肌梗死后 ２８ 天左心室瘢痕扩张ꎮ Ａ:对照组ꎬＢ:
心肌梗死后 ２８ 天做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ꎬ红色部分为实质组织ꎬ蓝色部分

为胶原组织

图 ２　 心肌梗死后 ２８ 天超声左心室功能下降图像 Ａ:对
照组ꎬＢ:心肌梗死组

结　 果

１. 心肌梗死模型复制成功 　 心肌梗死术后 ２８
天ꎬ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 可见梗死区瘢痕修复(图 １)ꎮ 术后

２８ 天超声心动图 可见梗死后心功能变差(图 ２)ꎮ
心肌梗死组射血分数(ＥＦ)低于对照组 [(３７. ３０ ±
２. ２６８) ｖｓ. (７６. １０ ± ４. ０２１)％ ꎬ Ｐ < ０. ０１ꎬ ｎ ＝ ４]ꎬ
短轴缩短分数(ＦＳ)低于对照组[(４３. ７７ ± ３. ５０７)
ｖｓ. (１７. ４７ ± １. ０９５)％ ꎬ Ｐ < ０. ０１ꎬ ｎ ＝ ４]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小动物活体成像实时动态观察 ＮＦ￣κＢ 的转

录活性　 术后 １ 天、３ 天、５ 天及 ７ 天小鼠 ＮＦ￣κＢ 表达

较术 前 明 显 增 高 [(７７２８００００ ± １０ ７５０ ０００) ｖｓ.
(２５５ ４００ ０００ ±３１ ２８０ ０００)ｐ / ｓꎬ Ｐ <０. ００５ꎻ (７７ ２８０ ０００
±１０ ７５０ ０００) ｖｓ. (４５９ ３００ ０００ ±６４ ２１０ ０００)ｐ / ｓꎬ Ｐ <
０. ００５ꎻ(７７ ２８０ ０００ ± １０ ７５０ ０００) ｖｓ. (４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
７３ ８３０ ０００)ｐ / ｓꎬ Ｐ <０. ００５ꎻ(７７ ２８０ ０００ ± １０ ７５０ ０００)
ｖｓ. (３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１ ０００ ０００)ｐ / ｓꎬ Ｐ <０. ００１]ꎬ１４ 天、

２８ 天小鼠的 ＮＦ￣κＢ 转录活性较术前无明显差别

(图３)ꎮ

表 ２　 小鼠心脏超声分析结果(ｘ ± ｓꎬｎ ＝ ４)
　 　 项目 对照组 心肌梗死组

ＬＶＩＤｄ / (ｍｍ) ３. ５０５ ± ０ ３６７ １ ２. ８９５ ± ０ ２８５ ４
ＬＶＡＷｄ / (ｍｍ) １. ０９３ ± ０ ０７３ ５９ ０. ４１２５ ± ０ ０４０ ９０
ＬＶＰＷｄ / (ｍｍ) １. １０１ ± ０ １７２ ７ ０. ６８２５ ± ０ ０９１ ２３
ＬＶＩＤｓ / (ｍｍ) ２. ９００ ± ０ ３３１ ２ １. ６４７ ± ０ ２４８ ８
ＬＶＡＷｓ / (ｍｍ) １. ５４７ ± ０ ０７８ ９０ ０. ５２２５ ± ０ ０４０ ０８
ＬＶＰＷｓ / (ｍｍ) １. ３８３ ± ０ １２９ ５ ０. ８６００ ± ０ １３８ ３
ＥＦ / (％ ) ７６. １０ ± ４ ０２１ ３７. ３０ ± ２ ２６８∗

ＦＳ / (％ ) ４３. ７７ ± ３ ５０７ １７. ４７ ± １ ０９５∗

注:ＥＦ:射血分数ꎻＦＳ:短轴缩短分数ꎻ两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１

　 　 ３. 心肌梗死 ３ 天炎症因子表达明显升高　 术后

３ 天ꎬ荧光定量 检测炎症因子 ｍＲＮＡ 表达ꎬＣＢＡ 检

测外周血中炎症因子浓度ꎮ 心肌梗死组中促炎因子

ＭＣＰ￣１、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的 ｍＲＮＡ 的表达高于对照组

(图 ４)ꎮ 心肌梗死组外周血中 ＭＣＰ￣１、ＴＮＦ￣α 及 ＩＬ￣
６ 含量高于对照组ꎬ心肌梗死组 ＩＬ￣１０ 蛋白含量与对

照组无明显差异(图 ５)ꎮ

讨　 论

尽管早期诊断的不断进步、介入技术的应用、药
物治疗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等各种方式诊治冠心

病ꎬ冠心病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病死的主要原因之

一[７]ꎮ 急性心肌梗死是冠心病的常见类型ꎬ心肌梗

死后心肌损伤、修复等机制尚未完全阐明ꎬ其中炎症

在心肌梗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２]ꎮ 炎症ꎬ作为

免疫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在调节组织稳态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１]ꎮ 最新研究表明:对冠心病过程

中炎症的干预ꎬ在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９]ꎮ
核因子￣κＢ(ＮＦ￣κＢ)是一种转录因子ꎬ能够调节

免疫反应ꎬ参与多种炎症疾病的病理过程ꎮ 未受到

刺激时ꎬＮＦ￣κＢ 在胞浆中与其抑制物 (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ｏｆ
ＮＦ￣κＢꎬＩκＢ)结合ꎬ处于非激活状态ꎮ 在受到促炎因

子、细菌病毒产物等刺激后ꎬＮＦ￣κＢ 与 ＩκＢ 分离ꎬ进
入细胞核ꎬ促进多种促炎基因的表达ꎬ包括编码细胞

因子、趋化因子等基因的表达[９]ꎮ 在 ＮＦκＢ￣ＲＥ￣ｌｕｃ
小鼠中制作心肌梗死模型后ꎬ可以通过检测荧光素

酶的发光强度ꎬ从而获得与荧光素酶同步表达的

ＮＦ￣κＢ 的转录活性数据ꎬ从而检测炎症过程ꎮ
心肌梗死后ꎬ趋化因子 ＭＣＰ￣１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 ｃｈｅ￣

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ｎ １)和细胞因子 ＴＮＦ￣α、ＩＬ￣６ 表达

均迅速升高ꎬ而抑制性炎症因子 ＩＬ￣１０ 表达未见明

显变化ꎮ ＭＣＰ￣１ 介导单核￣巨噬细胞的招募ꎬ促进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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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小动物活体成像实时动态检 ＮＦ￣κＢ 活性ꎻ处理前后比较ꎬ∗∗ Ｐ < ０. ００５ꎻ ∗∗∗Ｐ < ０. ００１

图 ４　 心肌梗死后 ３ 天组织中炎症因子表达ꎻ两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５ꎻ ∗∗Ｐ < ０. ０１

图 ５　 心肌梗死后 ３ 天外周血中炎症因子表达ꎻ两组比较ꎬ∗Ｐ < ０. ０５ꎻ ∗∗Ｐ < ０. ０１

症发生[１１]ꎮ 心肌梗死后ꎬ ＴＮＦ￣α 通过诱导趋化因

子和黏附分子的合成促进心肌炎症损伤[１２￣１３]ꎮ ＩＬ￣６
通过 ＪＡＫ / ＳＴＡＴ ( ｊａｎｕｓ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ｄｕｃ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信号级联反应调

节炎症反应[１４]ꎮ
心肌梗死后ꎬ心脏的泵血功能受到极大损害ꎮ

临床实践中ꎬ超声心动图在判断心功能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１５￣１７]ꎮ 在基础研究中ꎬ小鼠超声心动在检测

心肌梗死后的心功能中发挥主要作用[１８]ꎮ 而在形

态学方面ꎬ主要依靠病理染色ꎮ 无论是小鼠超声心

动图检测的心肌梗死后心脏功能ꎬ还是病理染色技

术得到的形态学数据ꎬ都是在心肌梗死模型建立后

某个时间点进行研究ꎬ而不能连续动态地进行研究ꎮ
此外ꎬ制作小鼠病理切片过程中ꎬ必须杀死老鼠ꎬ无
法进行活体检测ꎮ 小动物活体成像能否在同一只小

鼠中无创伤实时地定量检测心肌梗死后心肌炎症的

进程ꎬ尚未有报道ꎮ
本实验通过制作急性心肌梗死模型ꎬ成功地模

拟体内急性心肌梗死过程[７ꎬ１９]ꎮ 本研究首次用小动

物成像的方法实时动态无创地检测同一只小鼠心肌

梗死后心脏炎症过程ꎬ并用荧光定量检测炎症因子

ｍＲＮＡ 和 ＣＢＡꎬ检测炎症因子的方法对活体成像的

结果进行了验证ꎮ 病理结果的形态学和超声心动的

心功能结果表明 ꎬ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创伤小ꎬ可
在不处死动物的情况下ꎬ直接实时监测心肌梗死后

心肌炎症的动态过程ꎬ使实验具有较好的连续性ꎬ大
大减小了实验所需的动物数量ꎬ避免了传统方法必

须杀死老鼠、只能检测某个时间点的心肌梗死后心

肌炎症浸润状态等缺点 ꎮ Ｒｏｂｂｉｎｓ 等用 ＮＦκＢ￣ＲＥ￣
ｌｕｃ 筛选抗癌药物[２０￣２１]ꎬ提示本方法可以为药物对

心肌梗死后炎症的干预作出动态的药效检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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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学与研究

先天性心脏病三级防治课题在教学中
的应用体会

金　 梅

　 　 [关键词] 　 先天性心脏病ꎻ医学教育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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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ＰＢＬ) 教学模式ꎬ是 １９６９ 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Ｈｏｗａｒｄ Ｂａｒｒｏｗｓ 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提出的一

种课程模式ꎬ其强调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担当指导者的角色ꎮ 学生们通过小组讨论的形

式ꎬ自主地进行开放式探索式的学习[１]ꎮ 与传统教

学模式不同ꎬＰＢＬ 教学模式凭借其多种教学途径整

合、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团队协作交流、
发挥教师引导者作用等诸多优点ꎬ已成为欧美国家

和地区各大医学院校中流行的教学模式ꎮ 我们也期

望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主动性学习ꎬ及在轮

转实习阶段有机会参与研究性课题[２￣４]ꎮ
儿童心脏病专业服务对象大多是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先心病)的婴幼儿及儿童ꎮ 随着当今医疗水

平的发展和多学科的交叉ꎬ医疗模式也随之发生改

变ꎬ医疗活动的范畴变化也引起大家的广泛重视ꎮ
先心病的三级防治也涉及多学科领域ꎬ一级预防即

病因预防ꎬ即孕妇在孕前及孕早期避免接触各类胎

儿致畸因素ꎻ二级预防也称三早预防ꎬ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ꎬ也就是胎儿期间行相关检查以便及早发

现胎儿心血管系统问题ꎻ三级预防亦称临床预防ꎬ一
般指的是及时治疗ꎬ以防患儿心脏疾患进展至终末

期[５]ꎮ 我科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４ 年进行的“建立先心

病筛查、治疗和监测网络”课题研究ꎬ致力于先心病

的三级防治网络建设ꎮ
首都医科大学 ２００９ 级临床医学本科生及研究

生在小儿心脏科轮转实习阶段ꎬ老师采取 ＰＢＬ 教学

模式ꎬ除常规的实习外探索鼓励学生自主学习ꎬ参与

临床科研课题的研究ꎬ使其对先心病更好的理解掌

握学以致用ꎬ借此开阔视野培养学生临床科研思维ꎮ
一、教学对象与授课方法

１. 教学对象: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第六临床医

学院 ２００９ 级临床医学本科生 ３８ 名及小儿心脏科内

研究生 １０ 名ꎬ共计 ４８ 名医学生为教学对象ꎬ分为 ６
组ꎬ每组 ８ 人ꎬ选取 １ 名组长ꎬ组成 ＰＢＬ 学习讨论

小组ꎮ
２. 以问题为基础学习的教学实施

(１)前期准备工作:首先ꎬ教师组织学生学习先

心病基本知识ꎮ 然后向学生详细讲解 ＰＢＬ 教学目

的、具体过程ꎬ并介绍先心病三级防治网络建设课题

背景及研究方法ꎮ 结合实际案例使同学们了解此网

络建设工作的意义ꎮ 如:一孕妇孕中晚期于我科行

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时发现胎儿患复杂先心病￣室
间隔完整的肺动脉膜性闭锁ꎬ出生后 ３ 天复查明确

了诊断ꎬ生后 ３ 个月患儿于我科成功行肺动脉瓣射

频打孔及肺动脉瓣球囊扩张术ꎬ以实际案例给同学

们普及先心病可防可治的理念ꎬ使其对此网络建设

工作形成感性认识ꎮ
(２)结合研究课题开展 ＰＢＬ 教学:第一阶段:结

合先心病防治网络建设课题ꎬ指导老师给学生选取

并布置如下主题:胎儿循环及胎儿血流动力学、常见

先心病种类、胎儿超声心动图常用切面、先心病的三

级预防及危险因素ꎬ授课时间共计 ４ 学时ꎮ 教师在

授课前两周通知组长所讨论主题ꎬ组长通知并组织

组员进行资料查询、主题讨论及问题汇总ꎬ并将问题

汇总至指导教师ꎮ 课堂上每组选派一名成员进行幻

灯片汇报ꎮ 指导老师在汇报后进行点评ꎬ若存在错

误则及时指出并讲解ꎮ 对于学生们提出的疑问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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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间讨论ꎬ必要时教师进行解答ꎮ 通过四个主题

ＰＢＬ 教学课程ꎬ使学生们掌握课题相关知识ꎬ为进一

步具体课题工作打下理论基础ꎮ 第二阶段:指导教

师引导学生参与课题ꎬ包括数据录入、上传及汇总ꎬ
并指导学生对筛查出的阳性胎儿先心病病例进行整

理ꎬ并以该胎儿先心病病种为主题ꎬ进行临床病例的

ＰＢＬ 教学ꎬ共计 ４ 学时ꎮ 每个小组分别选一名同学

做代表发言ꎬ其他同学和指导教师参与讨论自由发

言ꎬ讨论结束后ꎬ指导教师带领学生们结合具体患儿

询问病史、查体、查看辅助检查、讨论诊断及鉴别诊

断、提出治疗方案等ꎬ然后由学生总结该堂课重点和

难点ꎬ指导教师必要时做适当的补充及修正ꎬ使学生

通过 ＰＢＬ 病例教学对先心病流行病学、胎儿血流动

力学及生后的血流动力学有所了解和认识[６￣７]ꎮ
二、教学总结与体会

１. ＰＢＬ 教学实施总体效果良好 　 在传统的教

学模式中ꎬ学生被动学习ꎬ不易融会贯通ꎬ缺乏知识

点的有机结合ꎮ 而 ＰＢＬ 教学模式的优势则是强调

和鼓励学生主动学习ꎬ在以往理论课学习基础上ꎬ拓
展视野ꎬ通过小组讨论发散思维ꎬ学生可以将所学过

的相关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分析讨论[８]ꎮ 在第一

阶段 ＰＢＬ 教学课程中ꎬ学生探索式学习并掌握了胎

儿循环及胎儿血流动力学、常见先心病种类、胎儿超

声心动图常用切面、先心病的三级预防及危险因素

等知识[９]ꎮ 第二阶段中ꎬ结合先心病三级防治网络

建设的课题工作ꎬ学生共完成了 １ ２５０ 例孕妇胎儿

心脏筛查数据的录入及整理ꎬ其中发现胎儿异常心

脏的阳性病例共 ６ 例ꎬ包括主动脉瓣狭窄、肺动脉闭

锁、右心室双出口、单心房单心室大动脉转位及左心

发育不良综合征ꎬ在指导老师带领下对这些胎儿先

心病进行 ＰＢＬ 病例讨论ꎬ学生们普遍反映开阔了眼

界ꎬ了解到先心病不仅是课本中的房间隔缺损、室间

隔缺损等那样简单ꎬ还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心血管发

育异常ꎮ 在 ＰＢＬ 教学实践过程中ꎬ学生们通过查阅

文献、搜集资料等多种途径获取知识ꎬ锻炼了检索和

阅读能力ꎻ另一方面通过将搜集到的资料整理总结

并且制作成幻灯片进行讲解ꎬ锻炼了语言表达ꎬ展示

了个人能力ꎬ增强了自信ꎮ 同时大家在讨论ꎬ甚至争

论的活跃气氛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ꎬ学习

兴趣高ꎬ主动性强ꎬ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１０]ꎮ
２. ＰＢＬ 教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我国教学

模式一般都是老师讲学生听ꎬ这种方式多年来根深

蒂固ꎮ ＰＢＬ 教学模式在我国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

段ꎬ学生们对此种新的教学模式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也处于起步阶段ꎮ 在小儿心脏科的此次 ＰＢＬ 教学

过程中ꎬ起初一些同学较为紧张ꎬ不敢发言讨论或者

不愿提出自己的问题ꎬ在老师和其它同学的鼓励下

才逐渐开口讨论发言ꎬ这与平时养成的学习习惯

有关ꎮ
医学生学习任务繁重ꎬ在实习阶段的学生大都

面临各种考试和考研、就业的压力ꎬ而 ＰＢＬ 教学恰

恰需要学生们事先准备大量资料ꎬ一些同学不能坚

持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不高ꎬ这需要老师的正确

引导ꎮ
因此ꎬ作为医学教育的一种创新和改革手段ꎬ

ＰＢＬ 教学模式具有其积极的作用ꎬ然而其普及应用

仍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ꎬ教学模式的转变仍需要

较长时间的过渡ꎮ 在我国传统教学模式仍占主导地

位的大环境下ꎬＰＢＬ 教学可作为传统教学的有益补

充ꎬ锻炼医学生临床思维ꎬ更好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ꎬ为其由医学生顺利过渡到能够独立为患

者诊疗的医生打好基础ꎮ
３. ＰＢＬ 教学模式中教师角色的转变　 ＰＢＬ 教学

中教师的角色由原先的讲者转变为引导者ꎬ除此之

外还是临床场景设计者ꎬ也是整个教学过程得以顺

利推进的组织者ꎮ 在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过程中ꎬ
教师只需备课、选取合适病例进行讲解ꎬ而 ＰＢＬ 教

学中教师需预先选择合适的主题或病例、通知学生

预习任务ꎮ 在授课过程中ꎬ教师要像导演一样能够

掌控讨论现场ꎬ营造活跃的整体氛围ꎬ尽量调动所有

学生的积极主动性ꎮ 同时教师还要把握讨论内容ꎬ
巧妙设计讨论路线ꎬ突出重点ꎬ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

学习到更多知识ꎬ但又不至于偏离主题ꎮ 在授课完

毕后ꎬ教师还要总结ꎬ答疑ꎬ点评ꎬ这些都需要指导老

师事先做充分准备ꎮ 由此看来ꎬ不同于传统教学中

对着备课本或者幻灯片照本宣科式的教学ꎬＰＢＬ 教

学模式对于指导教师也有着更高更全面的要求[１１]ꎮ
总之ꎬ通过采用 ＰＢＬ 教学法结合先心病三级防

治网络建设研究课题对医学生进行教学和临床实习

培养ꎬ大多数学生喜欢这种教学方式ꎬ学习气氛活

跃ꎬ知识面广ꎬ参与性强ꎬ收获大ꎮ 我们将不断探索、
不断总结ꎬ使 ＰＢＬ 教学模式更加完善ꎬ更好地适应

培养新型医学人才的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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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ꎬ术后并发症逐渐减少ꎬ但对于高

龄ꎬ肥胖ꎬ术前存在肺部基础疾病等高危患者来说ꎬ术后肺部

并发症发生率仍然较高ꎬ是导致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ꎮ ２００９
年以王天佑等[１]国内专家发表的«胸外科围手术期肺保护的

专家共识»中强调加强围手术期肺保护ꎬ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减少肺部并发症ꎬ促使患者“快速恢复”ꎮ 而且ꎬ肺脏是多器

官障碍综合征中主要的靶器官ꎮ 因此ꎬ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预

防是至关重要的ꎮ 近些年来ꎬ抗胆碱能药物盐酸戊乙奎醚

(ｐｅｎｅｈｙｃｌｉｄ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ꎬＰＨＣ)ꎬ在肺部并发症的防治中显

示了优良的性能ꎬ受到了临床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ꎬ本文

拟综述盐酸戊乙奎醚防治肺部并发症中的作用ꎮ
一、盐酸戊乙奎醚的药理作用

盐酸戊乙奎醚(商品名长托宁)为国家新型抗胆碱药物ꎬ
具有抗毒蕈碱样与抗烟碱样的双重作用ꎬ其有很强的中枢和

外周抗胆碱作用ꎮ 目前ꎬ长托宁广泛应用于有机磷中毒和梭

曼中毒的解救ꎮ
１. 药效动力学: 盐酸戊乙奎醚系新型选择性抗胆碱药ꎬ

能与 Ｍ、Ｎ 胆碱受体结合ꎬ阻断节后胆碱能神经支配的平滑

肌与腺体生理功能ꎬ对抗乙酰胆碱和其他拟胆碱药物的毒蕈

碱样及烟碱样作用ꎬ能透过血脑屏障ꎬ同时具有较强、较全面

的中枢和外周抗胆碱作用ꎮ 尤其对Ｍ 受体具有明显选择性ꎬ
主要选择性作用于 Ｍ１、Ｍ３ 受体ꎬ而对 Ｍ２ 受体的作用较弱或

不明显ꎬ不阻断突触前膜 Ｍ２ 受体调控神经末梢释放乙酰胆

碱的功能ꎬ使心率稳定ꎮ 同时ꎬ对 Ｎ１、Ｎ２ 受体也有一定作用ꎮ
２. 药代动力学:健康成年人肌肉注射 １ｍｇ 盐酸戊乙奎醚

后ꎬ２ 分钟可在血中检测出盐酸戊乙奎醚ꎬ约 ０ ５６ 小时血药

浓度达峰值ꎬ峰浓度约为 １３ ２０ｕｇ / Ｌꎬ消除半衰期约为 １０ ３５
小时ꎮ 动物实验结果表明ꎬ盐酸戊乙奎醚分布到全身各组

织ꎬ以颌下腺ꎬ肺ꎬ脾ꎬ肠等组织中较多ꎮ 盐酸戊乙奎醚主要

经尿和胆汁排泄ꎬ２４ 小时总排泄量约为给药量的 ９４ １７％ ꎮ
３. 不良反应:口干ꎻ瞻妄、燥动ꎻ视物模糊ꎬ并且禁用于青

光眼患者ꎮ
二、术后肺部并发症

术后肺部并发症(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ＰＣ)是指术后发生的有临床表现并对疾病进程产生负面影

响的肺部异常[２] ꎬ包括肺不张、肺部感染、肺动脉血栓栓塞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ꎬＰＥ) 和急性肺损伤(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ＡＬＩ)等ꎮ 其发病率高达 ３Ｏ％ [３] ꎬ是腹部手术后常见的并发

症ꎬ也是危重患者手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１. 临床常见表现形式

(１) 输血相关性急性肺损伤(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ꎬＴＲＡＬＩ)ＴＲＡＬＩ 是发生于输血期间或输血后的并

发症ꎬ以急性缺氧和非心源性肺水肿为特点ꎬＴＲＡＬＩ 的诊断

需满足下列条件[４] :排除心脏功能衰竭或循环负荷过重引起

的低氧和双侧肺水肿ꎻ输血后出现呼吸急促、发绀、呼吸困难

合并急性低氧血症ꎬ伴有氧合指数≤３００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胸 Ｘ 线片示双侧肺水肿(排除心源性肺水肿)ꎻ
患者输血前无 ＡＬＩꎬＡＬＩ 症状和体征出现在输血期间或输血 ６
小时以内ꎮ

ＴＲＡＬＩ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ꎬ目前认为可能有以下

两种学说:①抗白细胞抗体学说ꎬ即供体血液中的抗白细胞

抗体导致抗原￣抗体反应ꎬ使中性粒细胞向肺组织聚集、活
化ꎬ释放活性物质ꎬ最终导致肺组织损伤ꎮ 但具体是哪种抗

白细胞抗体仍不确定[５￣６] ꎮ ②“二次打击”学说ꎬ即 ＴＲＡＬＩ 需
要存在两次“打击”ꎬ第一次是患者存在临床疾病ꎬ如手术、创
伤或严重感染等ꎬ导致大量中性粒细胞活化ꎬ第二次是由于

在中性粒细胞活化期间输注了含某些特异性细胞因子的血

液制品ꎬ细胞因子导致肺微血管内皮细胞表面黏附分子的表

达ꎬ从而使中性粒细胞黏附于内皮细胞ꎬ损害肺组织ꎬ最终诱

发 ＴＲＡＬＩ[７] ꎮ 最近的研究也证实了“二次打击”可诱发 ＴＲＡ￣
ＬＩ[８]以及“二次打击”学说在绵羊模型中的可行性[９] ꎮ

(２) 全身炎症反应所致肺损伤　 体外循环(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ꎬＣＰＢ)在心血管手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ꎬ但
与其相关的术后并发症ꎬ尤其是肺部并发症需要引起我们的

重视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经历 ＣＰＢ 的心血管手术由于血气直接接

触、血流切应力、体外循环管道介面的生物非相容性、心内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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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肝素和鱼精蛋白的应用以及低温、手术应激等原因ꎬ导致

血细胞的破坏和补体系统的激活ꎬ破坏红细胞导致溶血ꎬ激
活白细胞导致大量炎症介质释放ꎬ引起全身炎症反应ꎬ损坏

重要脏器功能ꎬ尤其是导致患者术后肺损伤重要原因[１０￣１１] ꎮ
此外ꎬＣＰＢ 导致血小板功能的变化也是导致全身炎症反应及

ＡＬＩ 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ＣＰＢ 导致血小板激活释放 ５￣羟色胺、
花生四烯酸、二磷酸腺苷(ＡＤＰ)等炎性因子ꎬ直接损伤肺毛

细血管膜ꎬ并且 ＣＰＢ 中的非生物管道使血小板聚集功能激

活ꎬ形成血小板聚合物ꎬ此物与纤维蛋白吸附ꎬ形成微血栓ꎬ
加之转流后期血小板在肺部滞留ꎬ与白细胞聚集在一起ꎬ阻
断肺微循环ꎬ共同导致术后肺氧合功能障碍[１２￣１３] ꎮ

对于减少参与 ＣＰＢ 血液成分与炎症反应程度及肺损伤

是否存在一定关系的研究报道较少ꎮ Ａｎｔｏｎｉｎｏ 等[１４] 对白细

胞滤除滤器应用于 ８２ 例经历 ＣＰＢ 的移植手术患者后发现ꎬ
白细胞滤器可通过滤除激活的白细胞ꎬ对患者术后早期肺功

能有保护作用ꎬ减少术后正性肌力药物的用量ꎬ并改善了肾

功能ꎬ但是对患者病死率及临床预后无明显影响ꎮ 另有研究

表明ꎬ术前采集自体血待 ＣＰＢ 结束后回输患者ꎬ可明显降低

炎症介质的释放ꎬ改善患者术后肺功能[１５] ꎮ 由此可见ꎬ参与

ＣＰＢ 血液成分减少ꎬ将会降低患者炎症反应的程度ꎬ有利于

脏器功能的保护ꎮ
(３)肺缺血再灌注损伤(Ｌｕｎｇ ｉｓｃｘｓ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

ｒｙꎬＬＩＲＩ)　 ＬＩＲＩ 是指在缺血基础上恢复血流灌注后ꎬ肺组织

损伤加重的病理状态ꎬ常见于肺栓塞溶栓和介入治疗、肺移

植及体外循环后ꎮ ＬＩＲＩ 主要有如下几种机制[１６￣１７] :①氧自由

基的释放及脂质过氧化反应ꎻ②细胞内的钙稳态失调ꎻ③炎

性细胞大量浸润及炎性介质的释放引起的过度的炎症反应ꎻ
④细胞凋亡ꎮ 以上几种因素互为因果、相互促进ꎬ使得肺毛

细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血管通透性增加、渗出增多、肺泡间隔

增厚ꎬ最终导致肺脏功能受损ꎬ引发呼吸衰竭及肺水肿等ꎮ
２. 高危因素

(１)与麻醉相关的因素　 正常生理情况下ꎬ交感神经与

副交感神经相互拮抗ꎬ反射性自动调节其平衡ꎮ 给麻醉药

后ꎬ打破自主神经平衡ꎬ副交感神经神经兴奋性显著升高并

快速变化ꎬ导致小气道收缩ꎮ 气道阻力增高ꎬ腺体分泌增加ꎬ
食物反流等ꎬ可引发气道痉挛ꎮ 支气管痉挛导致气道阻力急

剧增高ꎬ导致机体严重缺氧ꎬ威胁患者生命ꎬ还可引起一系列

术后肺部并发症ꎮ 许多麻醉药物ꎬ如硫喷妥钠ꎬ阿曲库铵等

也可导致支气管痉挛ꎮ 即使是在拔除气管导管时或拔除气

管导管之后也应警惕支气管痉挛的发生ꎮ 呼吸系统“伤害事

件”是麻醉死亡和并发症的最主要因素ꎮ
(２)与手术相关的因素　 如手术部位、手术时间、手术方

式、体外循环、术中牵拉肺门或胸膜、心脏手术胸骨牵开器的

使用、挤压肺脏以及手术应激等都可引起肺组织损伤ꎬ导致

术后肺部并发症[１８] ꎮ
(３)与患者相关的因素　 ①高龄:随着年龄的增长ꎬ细小

支气管在呼气过程中更早期闭塞ꎬ导致闭合气量增加ꎬ同时

肺顺应性及弥散功能降低ꎬ从而易导致肺不张ꎮ 年龄 > ６０ 岁

时 ＰＰＣ 的发生率明显增高ꎬ但年龄不是一个独立因素[１９] ꎻ②
肥胖:由于肥胖的患者胸廓前后移动和膈肌下降受到限制ꎬ
身体质量增加会导致胸壁顺应性减低、耗氧量增加及对气体

运输系统的压力ꎬ因而肥胖是 ＰＰＣ 无异议的危险因素ꎬ也是

ＰＰＣ 其中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１９] ꎻ③吸烟:长期吸烟可使气

道纤毛运动受到抑制ꎬ并使肺表面活性物质的活性降低ꎬ还
会增加气道阻力ꎬ导致呼吸力学的改变ꎬ从而促进肺不张的

发生ꎬ因此 ＰＰＣ 发生率增加ꎬ并与吸烟量呈正相关[２０] ꎻ④原

有肺部疾病、低蛋白血症、ＡＳＡ 分级在 ２ 级以上等情况均会

增加术后 ＰＰＣ 的发生率[２１￣２２] ꎮ
三、盐酸戊乙奎醚肺保护作用的机制

１. 抑制腺体分泌

人体肺组织中存在 ３ 种 Ｍ 型受体[２３] ꎮ Ｍ１ 受体分布在

副交感神经节突触后膜上ꎬ迷走神经受到刺激后ꎬ兴奋 Ｍ１ 受

体促进胆碱能神经递质传递ꎬ从而引起支气管收缩ꎮ Ｍ２ 受

体分布在副交感神经节后神经末梢ꎬ反馈性抑制 Ａｃ 小时的

释放[２４] ꎮ Ｍ３ 受体主要分布在呼吸道、平滑肌、黏膜下腺体、
杯状细胞等效应部位ꎬＭ３ 兴奋可介导支气管收缩并促使黏

膜下腺体和杯状细胞分泌黏液ꎮ
曾广泛应用于临床的阿托品ꎬ对于抑制腺体分泌具有良

好的效能ꎬ但由于对 Ｍ２ 受体的作用ꎬ会造成部分患者心率增

快ꎬ甚至心律失常ꎮ 盐酸戊乙奎醚醚对 Ｍ１ꎬＭ３ 受体有高度

选择性ꎬ能够充分抑制迷走神经反射和腺体分泌等不良反

应ꎬ其对抗作用强于阿托品ꎮ 另外ꎬ盐酸戊乙奎醚对心脏和

神经元突触前膜的 Ｍ２ 受体无明显作用ꎬ故对患者心肌耗氧

量及心脏负荷无明显影响[２５] ꎮ 张红等[２６] 在用盐酸戊乙奎

醚对全麻老年患者潮气量和肺顺应性的影响研究中发现ꎬ长
托宁可以明显减少气道黏液分泌ꎬ扩张支气管ꎬ减少肺不张

的形成ꎬ提高潮气量ꎬ而且小气道远端的持续开放保持了肺

泡的扩张状态ꎬ避免了肺泡的反复扩张和萎陷ꎬ对肺表面活

性物质的生成和活性也有促进作用ꎬ从而达到肺保护的作

用ꎬ并对血流动力学无明显影响ꎮ 因此ꎬ应用于合并心脏病

的患者或老年患者ꎬ盐酸戊乙奎醚能有效、较快和较全面地

抑制呼吸道和腺体分泌物增多ꎬ减少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

生ꎬ从而提高患者的肺功能ꎮ
２. 改善呼吸力学参数

生理状态下ꎬ气道迷走张力及气道平滑肌保持一定张

力ꎬ并通过 Ｍ２ 受体负反馈功能调节张力ꎬ使之处于正常范

围ꎻ病理状态下ꎬＭ２ 受体负反馈调节功能异常是迷走神经、
气道平滑肌张力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２７] ꎮ 而气道阻力增高

又是引起术后肺部并发症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老年人、有呼吸

系统基础疾病(如 ＣＯＰＤꎬ哮喘等)及危重患者ꎬ气道处于高

反应状态ꎬ当气道压力增高ꎬ更易出现术后肺部并发症ꎮ
刘华光等[２８]在盐酸戊乙奎醚对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呼

吸力学参数的影响研究中ꎬ发现盐酸戊乙奎醚组患者气管内

插管应用呼吸机后 １ 小时、４ 小时、６ 小时的气道峰压、气道

平台压及气道阻力明显降低ꎬ而胸肺顺应性明显增加ꎮ 熊理

锋等[２９]也发现盐酸戊乙奎醚能改善通气ꎬ降低气道峰压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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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平均压ꎬ增加肺、胸顺应性ꎬ且较阿托品持续时间更长ꎮ 因

此ꎬ我们可以推论ꎬ盐酸戊乙奎醚能够改善已有肺疾患(肺水

肿、ＡＲＤＳ、ＣＯＰＤ、哮喘)患者的呼吸力学指标ꎬ改善呼吸功

能ꎬ减少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ꎮ
３. 抑制炎性因子释放

手术应激、长时间机械通气、ＣＰＢ 缺血再灌注损伤等ꎬ可
引起肺部炎症反应和微循环障碍ꎬ产生多种生物活性介质和

细胞因子导致肺损伤ꎮ 在上述 ＰＰＣ 常见表现形式中ꎬ全身炎

症反应也是重要的作用机制ꎬ与其他机制相互作用、相互促

进ꎮ 主要表现为中性粒细胞滞留ꎬ增加了肺血管的通透性ꎬ
以及肺内致炎因子和抗炎因子的失衡ꎬ如炎性介质如白介

素￣８(ＩＬ￣８)、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
白细胞介素￣１０(ＩＬ￣１０)等分泌水平的增高ꎮ

近来有研究报道ꎬ盐酸戊乙奎醚可通过有效抑制炎性细

胞因子ꎬ对多种疾病所致的肺损伤有一定保护效果ꎮ 李克寒

等[３０]发现 ＣＰＢ 后所有患者血 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 水平均显著

升高ꎬ应用盐酸戊乙奎醚后对这一现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ꎮ
ＣＰＢ 后患者肺功能明显下降ꎬ恢复缓慢ꎻ应用盐酸戊乙奎醚

的患者肺功能损害明显减轻ꎬ术后早期(ＣＰＢ 后 ６ 小时)即可

明显恢复ꎬ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以上结果提示盐

酸戊乙奎醚通过对 ＣＰＢ 后炎性细胞因子的抑制ꎬ虽然未能完

全抑制炎症的发生ꎬ但已经证明可显著减轻肺损伤ꎬ发挥肺

保护的作用ꎮ 姜丽华等[３１]在研究盐酸戊乙奎醚对正常人离

体白细胞炎性介质的影响时发现ꎬ盐酸戊乙奎醚可以明显降

低炎性介质肿瘤坏死因子 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６( ＩＬ￣６)、
白细胞介素￣１０(ＩＬ￣１０)的分泌ꎬ且作用显著优于阿托品ꎮ 另

有研究发现[３２] ꎬ在 ＬＰＳ 诱导的 ＡＬＩ 中 ＮＦ￣κＢ 广泛表达于浸

润的炎性细胞、肺泡上皮细胞等细胞的细胞核ꎮ 应用盐酸戊

乙奎醚干预后ꎬ上述细胞的细胞核中 ＮＦ￣κＢ 的表达明显减

少ꎬ由此可推断盐酸戊乙奎醚对 ＡＬＩ 的治疗作用可能是通过

抑制 ＮＦ￣κＢ 的活化ꎬ使其不能进一步与基因中特定的 кＢ 序

列结合ꎬ降低多种炎症介质( 如 ＴＮＦ￣α、ＩＬ￣１ 及 ＩＬ￣６ 等) 的

释放而减轻炎症反应ꎮ
四、展望

在临床麻醉中ꎬ应用盐酸戊乙奎醚有利于患者呼吸道管

理ꎬ能有效阻断迷走神经过度兴奋ꎬ并具有稳定的血流动力

学和良好的心肌保护作用ꎬ从而降低手术风险ꎬ减少手术及

麻醉后并发症ꎮ
盐酸戊乙奎醚因其独特的药理特性而广泛应用于临床ꎬ

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ꎬ如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ꎬ应用

于老年患者时是否会产生谵妄ꎬ能否安全应用于心脏病患者

等ꎮ 我们在临床应用时ꎬ需着重研究其具体作用机制及应用

指征ꎬ才能更好地为临床广大患者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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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ＡＲＤＳ)是指肺内、外严重疾病导致的以进行性呼吸窘迫和难

治性低氧血症为临床特征的急性呼吸衰竭综合征[１￣２] ꎮ 迄

今ꎬＡＲＤＳ 的发生机制尚未阐明ꎬ病死率高达 ４０％ [３] ꎮ ２０１２
年发表的柏林 ＡＲＤＳ 定义[４]其为发生于一周之内的ꎬ具有已

知的临床诱因或新出现的或加重的呼吸综合征ꎬ伴有胸 Ｘ 线

片上不能用胸膜渗出、肺不张、结节影、心脏衰竭以及液体超

负荷等解释的双肺模糊影ꎮ ＡＲＤＳ 的发生与严重感染、脓毒

血症、外伤、休克等因素有关ꎮ 心脏手术是 ＡＲＤＳ 的一项重

要危险因素ꎮ 在我国ꎬ随着心脏外科和麻醉技术的发展ꎬ心
脏手术量也在逐年增加ꎬ术后发生 ＡＲＤＳ 的数量也在增大ꎮ
因而ꎬ心脏术后的 ＡＲＤＳ 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ꎮ 本文对心

脏术后 ＡＲＤＳ 的临床流行病学、发生机制、诊断及治疗和预

防进行阐述ꎬ以期对临床有所裨益ꎮ
一、流行病学

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在 １９７３ 年[５]被首次提出ꎮ 本文囊括了

八项关于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发生率及危险因素的研究(表 １)ꎮ
心脏手术后 ＡＲＤＳ 发生率及病死率分别为 ０ １７％ ~ ２ ５％及

１５％ ~９１ ６％ [６￣１３] ꎬ由于研究对象、实验方法及 ＡＲＤＳ 定义的

不同导致了发生率及病死率的较大差异ꎮ 对于高风险心脏

手术包括冠状动脉移植术、多瓣膜修补术、心包手术、升主动

脉 /主动脉弓修补术、先天性心脏修补术、心脏移植术、心脏

再次手术ꎬ术后 ＡＲＤＳ 发生率显著高于低风险手术(包括单

纯瓣膜修补术、房间隔 /室间隔闭合术、心肌部分切除术、胸
骨伤口修补、心脏起搏器摘除术[１４] )ꎮ 而迄今国内尚没有对

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发生率及病死率进行分析的大规模研究ꎮ
我们把 ＡＲＤＳ 发生过程中的危险因素分为三类ꎬ包括术

前因素、术中因素以及术后因素ꎮ 在上述的八项研究中ꎬ术
前因素包括高龄、吸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射血

分数低、ＮＹＨＡ ＩＩＩ – ＩＶ、心脏手术史、急诊手术、复杂心脏手

术及心脏联合手术ꎮ 术中因素包括移植手术中泵血总量大、

休克、低血容量性低血压、多种成分输血及输注悬浮红细胞

超过 ３ 次ꎮ 术后因素则包括左心室输出量降低ꎮ 但是在这

八项研究中只有一项研究[１１]是通过优势比及相对危险度对

危险因素进行了评估ꎬ两项研究[７ꎬ １１] 应用了病例对照研究ꎮ
此外ꎬ再加上 ＡＲＤＳ 定义的混乱ꎬ很难评估这些危险因素的

因果关系及临床意义ꎮ
二、发生机制

引起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最重要的因素是心肺转流术(ｃａｒ￣
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ꎬ ＣＰＢ)ꎮ 目前ꎬ关于 ＣＰＢ 引起 ＡＲＤＳ 的

机制主要有两种学说ꎮ 肺缺血学说ꎬ在 ＣＰＢ 期间ꎬ肺脏几乎

是唯一不进行血液循环的脏器ꎬ肺脏新陈代谢的需要完全依

赖支气管动脉ꎮ 正常情况下ꎬ支气管动脉只提供肺血流的

３％ ~５％ ꎬ而试验证实在 ＣＰＢ 期间支气管动脉供血增加了

１０ 倍[１５] ꎬ但仍远远不能满足肺脏对血流的需要ꎮ 肺脏的缺

血再灌注激发了炎症反应ꎬ肺血管上皮细胞发生了白细胞介

导的损伤ꎬ并促使大量氧自由自基的产生ꎬ从而损伤肺

脏[１３] ꎮ 全身炎症反应 (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ꎬ ＳＩＲＳ)学说ꎬＳＩＲＳ 通常会与术后正常的生理反应相重

叠[１６] ꎬ当血液与体外循环装置相接触ꎬ激活了补体旁路途

径ꎬ产生了 Ｃ３ａ 和 Ｃ５ａꎬ而鱼精蛋白在中和肝素的同时也激

活了补体经典途径ꎬ产生了 Ｃ４ａꎬ从而提高了 Ｃ３ａ 含量[１７] ꎬ与
此同时内毒素的释放不仅激活旁路途径和经典途径ꎬ还能释

放大量的促炎因子ꎬ加强了 ＣＰＢ 后的 ＳＩＲＳ 反应ꎮ 最终各种

促炎因子以及内毒素通过炎症级联反应促使多形核细胞增

生ꎬ并在肺毛细血管内聚集ꎬ从而导致了肺上皮细胞的肿胀ꎬ
血浆及蛋白渗出到肺间质中ꎬ蛋白水解酶释放增加ꎬ最终导

致了肺泡实变[１８] ꎮ
ＣＰＢ 不仅是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的唯一因素ꎬ麻醉、输血、药

物的应用ꎬ胸廓的变形等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ꎮ 许多麻醉药

物具有免疫调节的作用ꎬ大多数发挥着抗炎作用ꎬ例如丙泊

酚、氯胺酮以及巴比妥类ꎬ但是也有一些药物起到了促炎作

用ꎬ如阿片类ꎬ尤其是吗啡ꎬ作用与细胞因子类似ꎬ同时还能

下调巨噬细胞、粒细胞以及淋巴细胞的活性ꎬ从而抑制机体

中抗体的生成[１９] ꎮ 在输血过程中ꎬ供体体内的抗白细胞抗

体或产生抗体的供体白细胞使中性粒细胞发生活化ꎬ从而导

致了肺血管上皮细胞的损伤及高渗透性水肿[２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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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诊断

２０１２ 年ꎬ在柏林会议上由欧洲危重症医学学会发起ꎬ并
得到美国胸科学会和美国危重症医学学会认可ꎬ发表了新的

ＡＲＤＳ 定义[４] ꎬ对以前的 ＡＲＤＳ 的诊断标准作了一定的修改

和补充ꎬ将急性肺损伤(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ＡＬＩ)正式纳入了

ＡＲＤＳ 的范畴ꎮ 其诊断标准为发生于一周之内的ꎬ具有已知

的临床诱因或新出现的或加重的呼吸综合征ꎬ伴有胸 Ｘ 线片

上不能用胸膜渗出、肺不张、结节影、心脏衰竭以及液体超负

荷等解释的双肺模糊影ꎮ 分为轻、中、重度ꎬ轻度:２０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３００ｍｍＨｇ 伴 ＰＥＥＰ /
ＣＰＡＰ≥５ｃｍＨ２Ｏ (１ｃｍＨ２Ｏ ＝ ０ ０９８ｋＰａ)ꎻ中度:１００ｍｍＨｇ <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 ２００ｍｍＨｇ 伴 ＰＥＥＰ / ＣＰＡＰ ≥ ５ｃｍＨ２Ｏꎻ 重 度: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１００ｍｍＨｇ 伴 ＰＥＥＰ / ＣＰＡＰ≥５ｃｍＨ２Ｏꎮ 在临床

上ꎬ该疾病需要与重症肺炎、急性心力衰竭及急性间质性肺

炎等疾病相鉴别ꎮ
四、治疗

１. 机械通气的策略:治疗 ＡＲＤＳ 最重要的机械通气措施

就是低潮气量通气ꎮ 一项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研究比较了

呼吸机潮气量为 ６ｍＬ / ｋｇ 及 １２ｍＬ / ｋｇ 的 ＡＲＤＳ 患者ꎬ低潮气

量组患者病死率为 ３１％ ꎬ而传统潮气量组为 ３９ ８％ [２１] ꎬ差别

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目前同样有证据表明对于高危 ＡＲＤＳ 患

者而言ꎬ低潮气量通气同样具有保护作用[２２] ꎮ 总而言之ꎬ尽
管目前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患者最佳潮气量还未知ꎬ但是将潮气

量设定在 ６ ~ ８ ｍＬ / ｋｇ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ꎮ
肺复张是通过瞬间增加跨肺压从而使塌陷的肺泡重新

打开的过程ꎬ可以降低分流ꎬ增加氧合ꎮ 常用的一种方法是

持续正压通气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ꎬ然后再回到原有的呼

吸模式上ꎬＰＥＥＰ 持续处于较高水平维持复张ꎮ 肺复张疗法

治疗 ＡＲＤＳ 的效果差异很大ꎬ仅能短时间改善氧合ꎬ尽管肺

复张疗法可以瞬间改善氧合ꎬ但可否改善远期生存率目前还

不明确[２３] ꎮ 此外ꎬ超过 ２０％ 的患者会出现肺复张相关不良

反应ꎬ包括瞬间缺氧、低血压、心律失常及气胸等ꎮ 因此只有

在氧合及血流动力学严重受损时才考虑使用此种方法ꎮ
２. 液体管理:由于体外循环等液体复苏ꎬ心脏手术患者

经常发生严重的液体负荷过重ꎮ 血管内静水压的增高加剧

了急性肺损伤毛细血管内液体的漏出ꎮ 一项研究表明限制

液体入量患者的肺损伤评分及氧合指数更好ꎬ机械通气平台

压及 ＰＥＥＰ 水平更低ꎬ而且撤机及转出 ＩＣＵ 时间更早[２４] ꎮ 另

一项对 ＡＲＤＳ 合并急性肾损伤患者进行的研究表明ꎬ液体正

平衡与高病死率相关ꎬ而发生急性肾损伤后的利尿治疗可以

降低 ＡＲＤＳ 患者的病死率[２５] ꎮ 基于这些研究结果ꎬ目前推

荐心脏手术后的患者减少液体入量ꎬ增加利尿剂的使用ꎮ
３. 糖皮质激素的使用:目前大量研究致力于通过应用

糖皮质激素减少 ＡＲＤＳ 相关的炎症及纤维化ꎮ 一项随机对

照研究ꎬ分别给予 ＡＲＤＳ 患者甲基泼尼松龙或安慰剂治疗ꎬ
结果表明甲基泼尼松龙组患者撤机时间更早ꎬ但是病死率并

没有明显改善[２６] ꎮ 对于心脏手术患者ꎬ术中应用糖皮质激

素可以改善氧合但会延长拔管时间[２７] ꎮ 类固醇激素同样可

以导致血糖升高ꎬ这增加了胸部伤口感染的机会ꎮ 因此ꎬ对
于心脏手术患者并不推荐使用激素ꎮ

除此之外ꎬ肌松剂的使用可能改善预后[２８] ꎬ但其中的机

制以及是否为肌松剂的作用目前仍不明确ꎮ 吸入一氧化氮

可优先舒张充气部分ꎬ这使得肺内分流减少ꎬ提高了氧合ꎮ
但一氧化氮产生的自由基损伤肺组织ꎬ并可快速出现耐受现

象[２９] ꎮ 故目前上述两种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ꎮ 而一些

支持治疗方案ꎬ包括逐步开展肠内营养[３０] 及尽早进行康复

治疗[３１]对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患者还是有益的ꎮ
五、预防措施

目前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的治疗措施包括合理的机械通气

策略ꎬ严格的液体管理以及激素、肌松剂、一氧化氮等药物的

使用等ꎬ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逆转 ＡＲＤＳ 的病理过程ꎮ 因

此ꎬ这些治疗措施可以被认为是预防 ＡＲＤＳ 恶化或并发症的

方案ꎬ但并不是治疗 ＡＲＤＳ 的有效手段ꎮ 由于 ＡＲＤＳ 有效治

疗方案的缺乏ꎬ预防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ꎮ
１. 筛选高危人群:定义 ＡＲＤＳ 危险人群是目前一项非常

热门的研究ꎬ如果高危患者可以被筛选出来ꎬ那么相应的预

防措施就可以有效地降低 ＡＲＤＳ 的患病率ꎬ从而降低心脏手

术病死率ꎮ 到目前为止ꎬ有多项研究[３２￣３３] 针对急诊、重症监

护室以及入院的普通人群建立了急性肺损伤 / ＡＲＤＳ 的评分

预警系统ꎮ 在针对急诊患者[３２] 建立的模型中ꎬ涉及到心脏

手术患者仅 ２０ 例ꎬ故该模型难以用于评估心脏手术患者发

生 ＡＲＤＳ 的风险ꎬ而其余模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内科疾病患

者ꎮ 此外ꎬ一项多中心研究[３４] 对各类型手术患者也成功地

建立了 ＬＩＰＳꎬ其中也包括了心脏手术患者ꎬ共计 ４８０ 例ꎬ心脏

手术后 ＡＲＤＳ 的发生率为 ９ ３％ ꎬ但是这项研究只对术前因

素进行了分析ꎬ并没有涉及手术过程及术后情况ꎮ 心脏手术

具有其特殊性ꎬ尤其是手术过程ꎬ如 ＣＰＢ 的使用等ꎬ往往术中

情况是导致术后 ＡＲＤＳ 发生更为重要的因素ꎮ 目前还没有

专门为心脏手术建立的 ＡＲＤＳ 评分预警系统ꎮ
２. 药物治疗:目前缺乏针对预防手术后 ＡＲＤＳ 药物治疗

的相关研究ꎬ因此预防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的药物治疗多借鉴预

防 ＡＲＤＳ 的药物治疗方案ꎮ 吸入药物可以直接作用于肺脏ꎬ
并且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全身不良反应ꎮ Ｐｅｒｋｉｎｓ 等[３５] 研究证

实ꎬ吸入沙美特罗可以降低多种反应肺泡炎症和上皮损伤的

指标ꎬ尽管临床实验表明其并没有降低 ＡＲＤＳ 的发生率ꎬ但
可以减少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ꎬ如肺部感染等ꎮ 与此同时ꎬ
目前正进行的一项 ＩＩ 期临床实验ꎬ旨在通过吸入激素联合长

效 β 受体阻滞剂预防 ＡＲＤＳ 的发生(ＮＣＴ０１７８３８２１)ꎮ 此外ꎬ
一项小规模的临床研究表明ꎬ吸入抗凝药物可以改善吸烟导

致的肺损伤[３６￣３７] ꎻ多项动物研究[３８￣３９] 表明喷洒高渗盐水可

以改善肺损伤通路中的炎症及氧化应激ꎬＩ 期及 ＩＩ 期临床试

验仍在进行中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血小板的异常激活在 ＡＲＤＳ 的发

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４０] ꎬ多项动物试验及临床观察

研究认为ꎬ阿司匹林可以调节血小板介导的病理过程并减轻

肺损伤[４１￣４２] ꎮ 由于阿司匹林应用广泛ꎬ安全性高等特点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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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ＡＲＤＳ 的发生率及病死率研究[ｎ(％ )]
文献 研究时间段 研究类型 研究对象 样本量 / 例 ＡＲＤＳ 定义 ＡＲＤＳ 发生率 ＡＲＤＳ 病死率

Ｆｏｗｌｅｒ[６]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１ 前瞻性 ＣＡＢＧ、瓣膜 ２３７ 经验∗ ４(１ ７) ２(５０. ０)

Ｍｅｓｓｅｎｔ[７]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８ 回顾性病例对照 ＣＡＢＧ、瓣膜 ８４０ Ｍｕｒｒａｙ[１] １１(１ ３) ６(５５. ０)

Ｃｈ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８]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３ 回顾性 ＣＡＢＧ、瓣膜 ３８４８ Ｍｕｒｒａｙ[１] ３８(１) ２６(６８ ４)

Ｋａｕｌ[９]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回顾性 ＣＡＢＧ ４３１８ 经验∗ １０３(２ ５) ３０(２７ ８)

Ａｓｉｍ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１０]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７ 前瞻性 ＣＡＢＧ、瓣膜 ２４６４ Ｍｕｒｒａｙ[１] １２(０ ５) １１(９１ ６)

Ｍｉｌｏｔ[１１]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８ 回顾性病例对照 ＣＡＢＧ、瓣膜 ３２７８ Ｍｕｒｒａｙ[１] １３(０ ４) ２(１５. ０)

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１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回顾性 ＯＰＣＡＢ １１５７ ＡＥＣＣ [２] ２(０ １７) １(５０. ０)

Ｋｏｇａｎ[１３]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回顾性 ＣＡＢＧ、瓣膜 ６０６９ ＡＥＣＣ [２] ３７(０ ６１) １５(４０ ５)

　 　 注:ＣＡＢＧ: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ꎻＯＰＣＡＢ: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ꎻ∗没有统一标准ꎬ根据临床医师经验进行诊断

前作为预防 ＡＲＤＳ 发生全身用药的首选ꎬ其临床试验

(ＮＣＴ０１５０４８６７)也在进行中ꎬ但对于术后患者需权衡抗凝药

物导致出血风险及其带来的益处[４３] ꎮ 此外ꎬｐ３８α 丝裂原激

活蛋 白 酶 选 择 抑 制 剂 ( ＮＣＴ００９９６８４０ ) 及 贝 伐 单 抗

(ＮＣＴ０１３１４０６６)作为全身用药也在研究中ꎮ
３. 其他:术后患者采用适宜的体位可以减缓肺不张的

发生[４４] ꎬ还可以减少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误吸ꎬ降低 ＡＲＤＳ 发

生的风险[４５] ꎮ 此外ꎬ围手术期还应限制不必要的输血ꎻ减少

镇定剂的使用ꎻ在呼吸机相关肺损伤或呼吸机相关肺炎出现

之前早期拔管ꎻ为预防血流感染ꎬ各种体内置管必须在严格

无菌条件下进行ꎬ并做到无需要时及时拔管[４６] ꎮ
心脏术后 ＡＲＤＳ 严重危及心脏病手术患者健康ꎮ 早期

识别心脏术后发生 ＡＲＤＳ 的危险因素ꎬ研究其发生机制ꎬ对
于制定合理预防和治疗方案ꎬ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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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ｌｏｏｄꎬ ２０１１ꎬ１１７:４２１８￣４２２５.

[２１] 　 Ｆｏｒｅｌ ＪＭꎬ Ｖｏｉｌｌｅｔ Ｆꎬ Ｐｕｌｉｎａ Ｄꎬ ｅｔ 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
ｍｏｎｉａ ａｎｄ ＩＣＵ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ＲＤ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ｌｕ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２ꎬ１６:Ｒ６５.

[２２] 　 Ｈａｇｅｒ ＤＮꎬ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ＪＡꎬ Ｈａｙｄｅｎ Ｄ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ｉｄ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ｈｅ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ｈｉｇｈ.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５ꎬ１７２:１２４１￣１２４５.

[２３] 　 Ｌａｐｉｎｓｋｙ ＳＥꎬ Ｍｅｈｔａ Ｓ. Ｂｅｎｃｈ￣ｔｏ￣ｂｅｄｓｉｄ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 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ｓ.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０５ꎬ９:６０￣６５.

[２４] 　 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 ＨＰꎬ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ＡＰꎬ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ＧＲ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ｆｌｕｉ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６ꎬ３５４:２５６４￣２５７５.

[２５] 　 Ｇｒａｍｓ ＭＥꎬ Ｅｓｔｒｅｌｌａ ＭＭꎬ Ｃｏｒｅｓｈ Ｊꎬ ｅｔ 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 ｄｉｕｒｅｔ￣
ｉｃ ｕｓｅ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Ｃｌｉｎ Ｊ Ａｍ Ｓｏｃ
Ｎｅｐｈｒ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６:９６６￣９７３.

[２６]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ＫＰꎬ Ｈｕｄｓｏｎ ＬＤꎬ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ＲＢ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６ꎬ３５４:１６７１￣１６８４.

[２７] 　 Ｃｈａｎｅｙ ＭＡꎬ Ｄｕｒａｚｏ￣Ａｒｖｉｚｕ ＲＡꎬ Ｎｉｋｏｌｏｖ ＭＰ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
ｎｉｓｏｌｏｎ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
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ｅｘ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０１ꎬ１２１:５６１￣５６９.

[２８] 　 Ｐａｐａｚｉａｎ Ｌꎬ Ｆｏｒｅｌ ＪＭꎬ Ｇａｃｏｕｉ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ｂｌｏｃｋ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０ꎬ３６３:１１０７￣１１１６.

[２９] 　 Ａｄｈｉｋａｒｉ ＮＫꎬ Ｂｕｒｎｓ ＫＥꎬ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ＪＯ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
ｉｄｅ ｏｎ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ＭＪꎬ ２００７ꎬ３３４:７７９.

[３０] 　 Ｒｉｃｅ ＴＷꎬ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ＡＰꎬ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ＢＴ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ｖｓ
ｆｕｌｌ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ｔｈｅ ＥＤＥ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ＡＭＡꎬ ２０１２ꎬ３０７:７９５￣８０３.

[３１] 　 Ｚａｎｎｉ ＪＭꎬ Ｋｏｒｕｐｏｌｕ Ｒꎬ Ｆａｎ Ｅ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
ｊｅｃｔ.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０ꎬ２５:２５４￣２６２.

[３２] 　 Ｅｌｉｅ￣Ｔｕｒｅｎｎｅ ＭＣꎬ Ｈｏｕ ＰＣꎬ Ｍｉｔａｎｉ Ａꎬ ｅｔ ａｌ.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Ｉｎｔ Ｊ Ｅｍｅｒｇ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２ꎬ５:３３.
[３３] 　 Ｔｒｉｌｌｏ￣Ａｌｖａｒｅｚ Ｃꎬ Ｃａｒｔｉｎ￣Ｃｅｂａ Ｒꎬ Ｋｏｒ ＤＪ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

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Ｊꎬ ２０１１ꎬ３７:６０４￣６０９.

[３４] 　 Ｋｏｒ ＤＪꎬ Ｌｉｎｇｉｎｅｎｉ ＲＫꎬ Ｇａｊｉｃ Ｏ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
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４ꎬ１２０:１１６８￣１１８１.

[３５]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ＧＤꎬ Ｇａｔｅｓ Ｓꎬ Ｐａｒｋ Ｄ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ｂｅｔａ ａｇｏｎｉｓｔ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ｔｒｉ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１８９:６７４￣６８３.

[３６] 　 Ｄｉｘｏｎ Ｂꎬ Ｓｃｈｕｌｔｚ ＭＪꎬ Ｓｍｉｔｈ Ｒ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ｉｓ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ｅｗｅｒ ｄａｙ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０ꎬ１４:Ｒ１８０.

[３７]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Ｃꎬ Ｅｌａｍｉｎ ＥＭꎬ Ｓｕｆｆｒｅｄｉｎｉ ＡＦ. Ｉｎｈａｌｅｄ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ｍｏｋｅ 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４２:４１３￣
４１９.

[３８] 　 Ｇｏｕｌｄ ＮＳꎬ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 Ｓꎬ Ｋａｒｉｙａ ＣＴ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ｏｎｉｃ ｓａｌｉｎｅ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 ｌｕｎｇ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ｉｎ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ＣＦＴ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ｈｉｏｌ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Ｒｅｓｐｉｒ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０ꎬ１１:１１９.

[３９] 　 Ｗｏｈｌａｕｅｒ Ｍꎬ Ｍｏｏｒｅ ＥＥꎬ Ｓｉｌｌｉｍａｎ ＣＣ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 ｈｙｐｅｒｔｏｎ￣
ｉｃ ｓａｌｉｎｅ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ｎｄ ｈｅｍｏｒ￣
ｒｈａｇ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ｖｉ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１３.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２ꎬ４０:２６４７￣２６５３.

[４０] 　 Ｍａｔｔｈａｙ ＭＡꎬ Ｗａｒｅ ＬＢꎬ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ＧＡ. 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 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ꎬ ２０１２ꎬ１２２:２７３１￣２７４０.

[４１] 　 Ｚａｒｂｏｃｋ Ａꎬ Ｌｅｙ Ｋ.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ＬＩ) . Ｆｒｏｎｔ Ｂｉｏｓｃｉ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Ｅｄ)ꎬ ２００９ꎬ１４:１５０￣１５８.

[４２] 　 Ｚａｒｂｏｃｋ Ａꎬ Ｐｏｌａｎｏｗｓｋａ￣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ａ ＲＫꎬ Ｌｅｙ Ｋ.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ｎｅｕｔｒｏ￣
ｐｈｉ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ｖꎬ ２００７ꎬ２１:９９￣１１１.

[４３] 　 郑泽ꎬ 柳景华ꎬ 黄方炯. 急诊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应用双

联抗血小板药物对围术期出血的影响.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２: ５５３￣５５６.

[４４] 　 Ｍａｉｌｌｅｔ ＪＭꎬ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Ｓꎬ Ｂｒｏｄａｔｙ Ｄ. Ｐｒｏｎ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 Ｖａｓｃ Ａｎｅｓｔｈꎬ ２００８ꎬ２２:４１４￣４１７.

[４５] 　 Ｌｅｅ Ａꎬ Ｆｅｓｔｉｃ Ｅꎬ Ｐａｒｋ ＰＫ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ｓｔꎬ
２０１４ꎬ１４６:８９９￣９０７.

[４６] 　 Ｐｒｏｎｏｖｏｓｔ Ｐꎬ Ｎｅｅｄｈａｍ Ｄꎬ Ｂｅｒｅｎｈｏｌｔｚ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ｌｏｏｄ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ＣＵ.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６ꎬ３５５:２７２５￣２７３２.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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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压电器件在医学中应用的研究现状
及发展趋势

王龙飞　 冯 雪　 孙立忠　 马维国

　 　 [关键词] 　 压电材料ꎻ诊疗设备ꎻ能量收集ꎻ起搏器ꎻ人工耳蜗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６￣５１５￣０４

　 　 近年来ꎬ随着无线电通讯、嵌入式智能结构和微机电系

统技术的不断发展ꎬ微电子设备、微传感器和便携电子器件

等微型机电设备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ꎬ在嵌入式系统、人体

健康检测系统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ꎬ对各种健康状态的

检测和评估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１] ꎮ 但是ꎬ这些医疗设备

迄今还存在诸多问题ꎬ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ꎮ 主要表现为

两个方面:
首先ꎬ几乎所有调节或替代部分人体功能的置入式医疗

设备都需要电池提供能量ꎬ如心脏起搏器、心脏除颤仪、胰岛

素泵、脑神经刺激器、人工耳蜗、替代尿道括约肌的电磁阀

等ꎻ而现在普遍应用电源的还是锂聚合物、镍氢电池等化学

电池[２] ꎮ 尽管目前各种电池的体积已经显著减小ꎬ能量储备

明显增加ꎬ但使用寿命仍然有限ꎬ很少能为便携或置入式设

备提供更长时间的能源ꎻ电池能源耗竭时就必须手术更换ꎬ
给患者带来很多不便ꎬ包括额外的医疗费、手术相关并发症

及感染等风险ꎮ 相对于微型机电设备ꎬ各种电池的体积仍然

较大ꎬ限制了微型机电设备的进一步微型化ꎻ此外ꎬ电池的化

学毒性和污染问题仍无法避免ꎮ
其次ꎬ目前对各种监测设备的要求ꎬ更多地强调能够随

时随地进行连续动态的检测以预防疾病ꎻ临床工作中急需一

种多功能、实时监控检测的设备ꎻ特殊情况下(如飞行员飞行

时的血压)需要无损、便携和连续的监测ꎮ 因而ꎬ现今的诊疗

设备ꎬ如无线心脏监护仪、实时脑血管监测仪、实时血压监测

仪、远程生命监护仪等[３] ꎬ仍需进一步改善ꎬ达到微型化、方
便ꎬ监测更灵敏、准确的目标ꎮ

压电材料具有能量转换和产生电信号的特性ꎮ 近年来

柔性压电器件研究的进展ꎬ使延长电池寿命甚至取代电池ꎬ
进行人体生理功能监测成为可能ꎬ为优化改进医学诊疗设备

提供了新的途径ꎮ 本文回顾了常见置入或便携式医疗设备

的优缺点ꎬ总结了柔性压电器件在医学中的应用研究及发展

前景[４] ꎮ
一、 医学诊疗设备的现状

便携和置入式的医疗设备飞速发展给临床的诊疗工作

带来了革命性进步ꎬ使大量患者获益ꎮ 然而ꎬ这些设备仍面

临着诸多问题ꎬ亟待改进ꎮ
１. 起搏器 　 起搏器是一种置入体内的电子治疗仪器ꎬ

通过发放电脉冲ꎬ刺激人体相关传导通路ꎬ达到治疗作用ꎮ
起搏器按用途可分为临时和永久心脏起搏器、脑起搏器及喉

起搏器等ꎬ临床上最常用的是心脏起搏器[５] ꎮ 目前全球每年

约有 １２５ 万患者置入心脏起搏器ꎮ 自 １９５２ 年以来ꎬ永久性

起搏器已经成为治疗各种症状性心动过缓的常规疗法[６] ꎬ是
获得性房室阻滞、慢性双分支和 ３ 分支阻滞、急性心肌梗死

并发房室传导阻滞及窦房结功能障碍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ꎮ
心脏起搏器置入术可能引起感染心内膜炎、置入部位皮

肤感染和不愈合、设备故障导致心脏骤停等并发症[７] ꎻ术后

需要定期检查ꎬ以了解病情和起搏器工作状况ꎻ部分患者需

要进行常规抗凝治疗ꎻ电池平均寿命仅 ７ ~ １０ 年ꎬ所有患者

在数年后均需更换电池ꎬ承担再手术的痛苦、感染风险及额

外的医疗费用ꎮ
２. 人工耳蜗　 人工耳蜗是将电子耳蜗永久性置入耳蜗

内ꎬ模拟内耳毛细胞的功能ꎬ产生电信号刺激初级听神经ꎬ听
神经将这些刺激传入大脑ꎬ产生听觉ꎮ 人工耳蜗由体内和体

外两部分装置组成ꎬ能够使语前或语后双耳重度和极重度感

音神经性聋患者感受到声音ꎬ重获听力ꎮ
据统计ꎬ全球听力障碍人数达 ２ 亿 ５ 千万ꎬ仅中国患者

就有 ２ ８００ 万之多ꎮ 我国引进多导人工耳蜗近 ２０ 年ꎬ已治疗

大量患者[８] ꎮ 人工耳蜗置入术的风险包括脑膜炎、面神经损

伤及感染等ꎻ装置价格昂贵、体积大、结构复杂、功耗较大ꎬ需
经常更换电池ꎮ

３. 生命体征监测　 生命体征包括心率、脉搏、血压、呼吸

及体温等ꎬ是人体生理功能的基本指标ꎮ 生命体征监测是评

价人体健康状况的基本手段ꎬ能及时发现异常情况ꎬ提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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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诊断信息ꎮ
以血压监测为例ꎬ目前血压的测量主要基于柯氏音法或

示波法原理ꎮ 常用的水银柱、袖带或腕式电子血压计等[９] ꎬ
能较为准确地测出血压值ꎬ但都需要对袖带进行充气放气ꎻ
虽能测量出某个时刻的血压值ꎬ但无法实现连续监测ꎬ长时

间测量会引起不适ꎻ这些血压计还存在测量者读数误差、“白
大衣高血压”等弊端ꎮ 因而ꎬ亟需一种能够连续、实时、准确、
微型化的设备来对生命体征进行监护ꎬ并对生命体征数据进

行无线传输和集中监测ꎬ以便管理[１０] ꎮ

表 １　 四种压电材料的对比

类型 代表材料 优点 缺点 能量收集

压电晶体 石英晶体 热稳定性好、加工工艺成熟机电耦合系数小、宽带窄 不适用

压电高聚物 聚偏二氟乙烯
柔性好、机械强度高、声阻抗易匹配、频响范围宽、能
抗化学和油性腐蚀

较弱的机电耦合系数、
易损伤电极

不适用

压电陶瓷 锆钛酸铅压电材料
压电常数大、高灵敏度、制造工艺成熟、成形工艺好、
成本低

脆性较高、易出现疲劳

和裂纹
不适用

复合压电材料 聚偏氟乙烯活环氧树脂
兼容几种材料的优势ꎬ更好的柔韧性和压电性能ꎬ易
实现声阻抗匹配

制作工艺要求较高 应用最广

表 ２　 ３ 种能量收集装置结构的比较

装置结构 代表性结构 优点 缺点

单方向、单谐振频率 矩形悬臂梁结构 结构简单、便于加工制作 承受载荷较小

单方向、宽频带 Ｌ 型多悬臂梁￣多质量块结构 频带宽 敏感性较差

多方向 杆环结构 收集多方向能量 制作相对复杂

二、 压电设备在医学中的发展

１. 压电特性的发现　 １８８０ 年居里兄弟发现ꎬ在石英晶

体的特定方向上施加压力或拉力ꎬ使之发生形态上的改变ꎬ
石英晶体表面就会出现电荷ꎬ这标志着压电材料研究的开

端[１１] ꎮ 翌年居里兄弟验证了逆压电效应ꎬ并获得了石英晶

体的正逆压电系数ꎬ奠定了压电材料可作为传感器和驱动器

的基础ꎮ １８９４ 年 Ｖｏｉｔ 指出ꎬ介质具有压电性的条件是其结

构不具有对称中心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为了探测潜水

艇ꎬ朗之万用石英制成了水下超声探测器ꎬ开创了压电材料

的应用史[１２] ꎮ
２. 压电能量收集装置 　 人体富含生物力学能源ꎬ可利

用这些能源转换成电能或产生电信号ꎬ为便携或置入式医疗

设备持续供能ꎬ进行生命体征监测ꎮ 当前ꎬ机械振动能量收

集的研究较为成熟和可行ꎮ 本文以振动能量收集压电装置

介绍其在医学中的应用发展ꎮ
(１)压电材料　 压电材料可分为压电晶体、压电高聚物、

压电陶瓷和压电复合材料等四类ꎮ ①压电晶体:以石英晶体

代表ꎬ这是最早发现的压电材料ꎮ 随后陆续研制了磷酸二氢

钾(ＫＤＰ)、罗息尔盐等压电晶体ꎬ但它们存在诸多弊端ꎬ研究

仍集中在石英晶体ꎻ石英晶体主要用于医用超声设备和军用

声纳系统ꎬ在人体能量收集方面的应用有限[１３] ꎮ ②压电高

聚物材料:常用者为聚偏二氟乙烯材料(ＰＶＤＦ)ꎮ ＰＶＤＦ 纳米

纤维具有天然的弯曲和延展特性ꎬ可适应 ２％或更大的变形ꎻ
Ｌｅｅ 团队对铂(Ｐｔ)、氧化铟锡(ＩＴＯ)、聚(３ꎬ４￣乙烯二氧噻吩)￣
聚苯乙烯磺酸(ＰＥＤＯＴ / ＰＳＳ)包裹的 ＰＶＤＦ 材料进行了实验ꎬ
发现 ＰＥＤＯＴ / ＰＳＳ 压电板具有很强的抗疲劳开裂特性ꎬ以及

机械强度高、声阻抗易匹配、频响范围宽、抗化学和油性腐蚀

等优势[１４] ꎻ但其压电系数仅为￣２５ ｐＣ / Ｎꎬ这些优势被较弱的

机电耦合缺点所抵消ꎻ并且其对形变依赖较大ꎬ容易损伤电

极材料ꎮ ③压电陶瓷材料:最常用者为锆钛酸铅压电材料

(ＰＺＴ)ꎮ ＰＺＴ 是能量收集设备中最常用的材料ꎬ具有压电常

数大、高灵敏度、制造工艺成熟、成形工艺好、成本低廉等特

点ꎬ适宜广泛应用[１５] ꎮ 但由于压电陶瓷材料本身固有的脆

性特征ꎬ易在高频率周期性负荷下出现疲劳裂纹ꎬ不能在能

量收集过程中安全稳定地收集能量而不受损坏ꎬ限制了 ＰＺＴ
材料的应用ꎮ 目前已开发出更具柔韧性的 ＰＺＴ 压电材料ꎮ
④复合压电材料:由两种或多种材料复合而成ꎬ可集中两种

或多种材料的优势ꎬ克服各自原有的缺陷ꎬ其中以 ＰＺＴ 和聚

合物两相复合材料最常用ꎮ 例如聚偏氟乙烯活环氧树脂ꎬ兼
具压电陶瓷和聚合物的优点ꎬ具有很好的柔韧性和压电性

能ꎬ容易实现声阻抗匹配[１６] ꎮ
(２)能量收集装置结构　 压电振动能量收集装置的结构

大致可分为单方向单谐振频率ꎬ单方向宽频带和多方向三大

类ꎮ 最常用的的结构是矩形悬臂梁结构ꎬ容易实现ꎬ能有效

地收集周边的振动能量ꎻ结构经过改进后ꎬ能更好地匹配其

它能量收集设备ꎮ ２００５ 年ꎬＭａｔｅｕ 和 Ｍｏｌｌ[１７]对矩形和三角形

悬臂梁结构的能量收集装置进行了比较ꎬ发现在单位面积下

三角形悬臂梁比矩形悬臂梁能产生更多的能量ꎮ Ｒｏｕｎｄｙ
等[１８]指出ꎬ利用同容量的 ＰＺＴ 材料ꎬ梯形悬臂梁压电材料产

生的能量是矩形悬臂梁压电材料的两倍ꎮ Ｄａｎａｋ[１９] 团队对

圆模型结构的圆顶高度、基板厚度、ＰＺＴ 厚度和基板硬度对

电荷产生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ꎬ发现增加圆顶高度、基板

厚度、ＰＺＴ 厚度和基板硬度都可以增加电荷的产生ꎬ但增加

圆顶高度可最大程度地增加电荷的产生ꎮ 对于可收集多方

向振动能量的杆环结构压电材料ꎬＥｓｑｕｉｖｅｌ 和 Ａｓｈｒａｆ 也进行

了大量研究[１６ꎬ２０] ꎮ
(３)能量收集电路　 提高能量收集效率和能力的途径包

括选择合适的压电材料、装置结构和收集电路ꎮ 能量收集电

路包括经典能量收集电路、同步电荷提取电路、并联同步开

关电感电路、串联同步开关电感电路、降压式直流 － 直流变

换能量收集电路、双同步开关电感电路等[２１] ꎮ 已有大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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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能量收集电路进行改进ꎬ方向是提高能量收集效率、使
电荷的提取能够和振动同相位ꎬ进一步使压电材料的输出功

率与外界施加的负载相对独立等ꎬ使能量收集电路在收集能

量转换成电能的过程中ꎬ起到桥梁作用[２２] ꎮ
３. 压电设备的改进　 尽管实验模型已证实自体能量供

应设备的可行性ꎬ并可把相应的设备安装在皮肤表面来进行

生命体征监测ꎬ但在能量收集效能、柔性特征及实际应用等

方面ꎬ仍需改进[２３] ꎮ
能量收集设备的组装可通过以下方法来改进:①改变压

电材料ꎻ②改变电极布局ꎻ③改变支撑和压力的方向ꎻ④分层

叠加材料以达到最大的有效容量ꎻ⑤增大预压力以达到对材

料的最大耦合和应用应变ꎻ⑥调整设备的共振频率[２４] ꎮ 近

年来ꎬ大量研究集中在提高压电能量收集系统效率方面ꎬ已
证实通过改变压电设备组装的多种方法ꎬ可使收集周围能量

达到最高效率[２５] ꎻ不同的组装方法在某种特殊环境中都有

着特定的优势ꎮ 但是ꎬ压电材料的选择对能量收集装置的功

能和效率起着关键性作用ꎮ
在能量收集过程中ꎬ理想的设备结构除了能保证高效压

电性能外ꎬ还需具有生物兼容性和柔韧性ꎬ始终能与器官的

固有活动同步ꎬ且对器官的活动不产生明显限制作用ꎮ
三、 柔性压电器件在医学中的应用研究

针对医学诊疗设备存在的问题ꎬ可以利用纳米压电材料

进行两方面的改进ꎮ 一方面是能源供应ꎬ可利用压电材料能

把周围能源转换成电能的特性ꎬ延长传统电池的寿命甚至取

代传统电池ꎬ从而延长设备的工作寿命ꎬ减小设备体积ꎻ另一

方面是尝试应用压电材料的压电特性ꎬ对生命体征进行监

测ꎬ使诊疗设备更加微型化、更加准确ꎬ可监测多种功能ꎬ并
实现远程监测ꎮ

在利用压电材料对医学诊疗设备加以改进的研究中ꎬ已
取得很多进展ꎮ ２０００ 年ꎬＰａｒａｄｉｓｏ 等[２６]在运动鞋中置入压电

材料进行能量收集ꎻ２００２ 年ꎬＨａｒａｄａ 和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２７] 对人体

可收集的机械能进行了总结ꎬ指出手指在敲击键盘时能产生

１９ｍＷ 的能量ꎬ上肢的常规运动可产生 ３Ｗ 的能量ꎬ下肢在每

秒两步的行走速度时可产生 ６７Ｗ 的能量ꎻ平静呼吸过程中

胸廓的起伏活动可产生 ０ ８３Ｗ 能量ꎮ ２００４ 年ꎬＮｉｕ 的团队对

人体的活动进行了能量收集研究ꎬ包括关节运动、行走和脚

跟着地等ꎬ发现踝部、膝部、臀部、肘部和肩部的运动分别可

以产生 ６９ ８Ｗ、４９ ５Ｗ、３９ ２Ｗ、２ １Ｗ 和 ２ ２Ｗ 的能量ꎮ ２００５
年ꎬＲｅｎａｕｄ 等对行走过程中手腕运动能量收集的可能性进

行了研究ꎬ表明虽然其实验模型很难建立ꎬ但可从手腕运动

中收集最大为 ４０μＷ 的能量ꎮ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王永龄等[２８] 对

压电材料用于人工耳蜗中进行了研究ꎬ表明压电人工耳蜗置

入可明显降低听阈值ꎬ提高听力ꎬ证明了压电材料用于人工

耳蜗中的可行性ꎮ 冯雪等[２９]与 Ｒｏｇｅｒｓ 在柔性微电子用于心

脏搏动能量收集与脉搏监测方面也取得了进展[３０] ꎮ
总之ꎬ经过不断改进ꎬ压电材料在压电效能、灵敏度、精

确度及生物兼容性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ꎮ 目前ꎬ压电材料

在医学中的应用研究还处于理论模型和动物实验阶段ꎬ离真

正用于人体还有很大差距ꎮ 但是ꎬ压电材料能为医学诊疗设

备提供更持久的绿色能源ꎬ使医疗设备更加微型化和便携ꎬ
使生命体征监测更加精确灵敏ꎬ并实现远程监控ꎬ这将会给

临床医学带来革命性的进展ꎬ更多的患者将从中获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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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肌桥的诊疗进展

李岳环　 张海波

　 　 [关键词] 　 冠状动脉ꎻ心肌桥ꎻ心肌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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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下冠状动脉主干及其分支走行于心外膜下的

脂肪组织中或者心外膜下ꎬ如果冠状动脉或其分支的某个节

段行走于室壁心肌纤维之间ꎬ覆盖在冠状动脉上的心肌纤维

束称为心肌桥(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ꎬＭＢ)ꎮ １９２２ 年ꎬＣｒａｉｎｉｃａｎｕ
首先论述了心肌桥的存在ꎬ１９６０ 年ꎬＰｏｒｔｓｍａｎｎ 及 Ｔｗｉｇ 在冠

状动脉造影中证实ꎬ并发现其可在心室收缩期压迫冠状动脉

使之狭窄ꎬ但不产生明显血流动力学影响ꎬ故被认为是一种

良性的解剖变异ꎮ 随着近年来的深入研究ꎬ发现它在心肌缺

血、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及猝死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ꎮ 本文

就其病理生理、诊断、治疗及预后着重做一综述ꎮ
１. 流行概况　 关于 ＭＢ 的发病率ꎬ因不同的检查方法得

出的结果不同ꎮ Ｐｅｒｅｉｒａ 等[１] 统计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间ꎬ
３ ３７５例实施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ꎬＭＢ 检出率为 ３ ６％ ꎮ
２０１１ 年ꎬ日本学者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等[２]在综述中报道 ＭＢ 尸检检出

率约 ５０％ ꎬ冠状动脉造影检出率 ０. ４％ ~ １５. ８％ ꎬ冠状动脉

ＣＴ 血 管 成 像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ＣＴＡ)检出率 ３ ５％ ~ ５８％ ꎮ < ２００μｍ 的 ＭＢ 只能在尸检中

发现ꎬ所以尸检 ＭＢ 检出率略高于 ＣＴＡꎮ
２. ＭＢ 的解剖特性 　 利用冠状动脉造影、多层螺旋 ＣＴ

(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ＭＤＣＴ)及尸检可发现ꎬ
ＭＢ 的位置常为前降支中段ꎬ少数也可见于旋支和右冠状动

脉[２] ꎮ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报道ꎬＭＢ 起始部距离左冠状动脉开口ꎬ冠状

动脉造影所测为(１９ １ ± １０ ６)ｍｍꎬ血管内超声测的为(３０ ４
± １４ ０)ｍｍꎮ 另外ꎬ根据肌桥的解剖部位尚可将肌桥分为两

类:肌桥￣浅肌桥(大部分)前降支沿着室间沟前行ꎬ在达到心

尖部之前被心肌在垂直方向覆盖一段而形成ꎻ肌环￣深肌桥

前降支向右心室发出分支进入室间隔时ꎬ被从右心尖部到室

间隔的心肌覆盖而成ꎬ比浅肌桥长ꎮ 肌桥与其下的冠状动脉

之间并非直接接触ꎬ其间往往有脂肪、神经或其它疏松结蹄

组织相隔[３] ꎮ
３. 病理生理 　 ＭＢ 常引起心肌缺血ꎮ 冠状动脉造影显

示ꎬ壁冠状动脉收缩期狭窄超过 ７５％的患者会有严重的心肌

缺血ꎮ 通过冠状动脉血管内超声和多普勒血流测定证明在

舒张早期壁冠状动脉仍然狭窄ꎬ引起心肌缺血ꎬ尤其是在心

动过速时心肌缺血更明显[４] ꎮ 另外ꎬＴｅｒａｇａｗａ 等[５] 报道ꎬＭＢ
患者冠状动脉痉挛发生率为 ７３％ ꎬ而正常人冠状动脉痉挛

的发生率为 ４０％ ꎬ故 ＭＢ 患者冠状动脉痉挛时也会影响心肌

供血ꎮ 对于 ＭＢ 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Ａｓ)的关系ꎬ目前尚有

争议ꎮ 有研究报告ꎬ肌桥内的动脉段没有动脉硬化病变ꎬ但
是在肌桥近端过渡段的血管内皮功能严重受到影响[６] ꎮ 然

而 ２０１２ 年ꎬＴｈｅｊ 等[７]报道 １ 例患者ꎬ尸检发现前降支有一长

约 ２ ５ｃｍ 的肌桥ꎬ病理检查示前降支近段及肌桥段均有

(Ａｓ)ꎮ Ｇｅ 等[８]在肌桥血管内超声研究中提出ꎬ 壁冠状动脉

近段的形态学改变与肌桥导致的血流改变有关ꎬ血流通过壁

冠状动脉时ꎬ其近段血流速度减慢ꎬ造成血流对血管壁侧压

力升高ꎬ血流切变力降低ꎬ导致近段内皮细胞容易受损ꎬ成为

近端冠状动脉动脉硬化发生的基础ꎮ 肌桥内冠状动脉内皮

细胞由于受到 ＭＢ 压迫而导致血流切变力增高ꎬ可以减少脂

质侵入血管壁ꎬ对内皮细胞有保护作用ꎮ 这些发现提示ꎬＭＢ
可以阻止肌桥段及远段出现动脉硬化ꎬ但是这种“保护作用”
并不能抵消其引起肌桥近段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消极影响ꎮ
可见 ＭＢ 引起心肌缺血机制是多方面的ꎮ

４. 临床表现　 ＭＢ 的患者可无任何临床表现ꎬ但为数不

少的患者有心肌缺血的症状ꎬ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心绞痛、心
肌梗死[１￣２] ꎮ 此外ꎬ致命的心律失常、甚至心源性猝死也有报

道[１ꎬ ９] ꎮ 作为一种先天性解剖变异ꎬＭＢ 从患者出生时就已

存在ꎬ但出现症状常常在 ３０ 岁以后ꎬＰｅｒｅｉｒａ 等[１] 报道ꎬ出现

症状的平均年龄是 ４５ ９ 岁ꎬ并认为其原因可能是随年龄的

增长ꎬ出现 Ａｓ 引起心肌供血不足ꎬ左心负荷增加致心肌代偿

性肥厚耗氧增多等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ꎮ
５. 诊断(１) ＭＢ 的诊断目前主要依据冠状动脉造影检

查ꎬ其诊断标准为至少在两个投影位置上发现冠状动脉典型

的收缩期一过性狭窄征象ꎬ即冠状动脉的某一段收缩期变得

狭窄、模糊或者显影不清ꎬ而舒张期显影正常ꎬ也就是出现所

谓的“挤奶现象 (ｍｉｌ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１￣２] ꎮ Ｎｏｂｌｅ 等[１０] 依据收缩

期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将 ＭＢ 分为三级: 一级冠状动脉收缩期

狭窄 < ５０％ ꎻ二级冠状动脉收缩期狭窄 ５０％ ~ ７０％ ꎻ三级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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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动脉收缩期狭窄 > ７０％ ꎬ 并认为二级以上者较易导致心

肌缺血及相应临床症状ꎮ 在造影表现上ꎬＭＢ 应与 Ａｓ 鉴别ꎮ
在冠状动脉造影表现上ꎬ肌桥在收缩期出现冠状动脉狭窄ꎬ
在舒张期冠状动脉正常ꎬＡｓ 为受累血管在整个心动周期中

均表现为局限性或弥散性固定性狭窄或闭塞ꎮ 然而ꎬ有的肌

桥在冠状动脉造影上的表现不典型ꎬ并没有出现“挤奶现

象”ꎬ常常会出现漏诊ꎮ 故认为肌桥的宽度和厚度、肌桥与壁

冠状动脉的解剖关系、壁冠状动脉周围结缔组织和脂肪组织

的多少、肌桥近段 Ａｓ 等因素决定了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能否

显示 ＭＢ[１１] ꎮ
(２)冠状动脉造影对 ＭＢ 的检出率要小于冠状动脉

ＣＴＡꎮ 冠状动脉 ＣＴＡ 可以直接显示心肌内血管走行ꎬ对血

管、血流与肌肉的分辨率较高ꎬ这样可以使大量表浅型肌桥

容易检出ꎬ而冠状动脉造影只能检出纵深型肌桥ꎮ 另外ꎬ多
排螺旋 ＣＴ 可呈现血管和肌肉的纵切面ꎬ有利于分辨肌肉与

血液ꎬ区别斑块性狭窄及 ＭＢ 性狭窄[１２] ꎮ 冠状动脉 ＣＴＡ 安

全可靠ꎬ对人体没有创伤ꎬ可作为筛查冠状动脉肌桥的一种

有效手段ꎬ缩小了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人群范围ꎮ 有学者

建议对于没有症状或者临床症状轻微、心电图无明显异常的

患者ꎬ可以早期行冠状动脉 ＣＴＡ 检查冠状动脉情况ꎬ对于有

明显症状、心电图明显异常、冠状动脉 ＣＴＡ 结果显示ꎬ中重

度冠状动脉狭窄行冠状动脉造影是必须的[１２] ꎮ
(３)冠状动脉多普勒血流速度测定:通过对肌桥段冠状

动脉拉回式血流速度测定ꎬ能测定到舒张早期血流快速充盈

和舒张中期快速减速ꎬ舒张中晚期平台ꎬ另外可见肌桥近端

冠状动脉内血流矛盾运动ꎬ以此来间接反映肌桥的存在ꎬ但
相对于冠状动脉造影及冠状动脉 ＣＴＡꎬ这种方法显得不够直

观可靠[１３] ꎮ
６. 治疗　 对大多数 ＭＢ 患者因无明显症状无需治疗ꎬ对

有明显症状者因其可导致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等严重心血管

事件ꎬ所以及时的医学干预是必须的ꎮ 常用的治疗方法有药

物治疗、介入治疗以及手术治疗ꎬ可根据患者的病情选用不

同的方法ꎮ
(１)药物治疗:对有症状的 ＭＢ 患者ꎬ药物治疗通常作为

首选[１] ꎮ 常用的药物有钙通道阻滞剂、β 受体阻断剂等ꎬ通
过降低体循环压及肌内压减少 ＭＢ 段血管受压程度ꎬ延长舒

张期ꎬ改善冠状动脉灌注ꎬ从而缓解症状ꎬ改善心肌缺血ꎬ减
少心血管事件ꎮ β￣受体阻滞剂能减轻血管压迫ꎬ使收缩期、
舒张期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均减轻ꎬ其负性传导作用使舒张期

延长ꎬ亦可改善冠状动脉的血流灌注ꎮ 当有 β ￣受体阻滞剂

禁忌或疑有冠状动脉痉挛时ꎬ非二氢吡啶类钙离子拮抗剂对

此类患者可提供理想治疗ꎮ 对于硝酸甘油的使用有一些争

议ꎬ因其可诱导肌桥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ꎬＤｒａｇａｎａ 等[１４]

报道了 １ 例 ５２ 岁患有劳累性心绞痛的男性ꎬ冠状动脉造影

显示前降支收缩期有轻微狭窄ꎬ使用硝酸甘油后出现狭窄明

显加重的现象ꎮ 硝酸甘油可以引起冠状动脉扩张ꎬ缓解症

状ꎬ但可反射性加快心率ꎬ使心肌收缩力增强ꎬ受挤压段相对

性狭窄加重ꎬ因而加重心肌缺血ꎮ 此外ꎬ限制 ＭＢ 患者的体

力活动常可避免一些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ꎬ发生不稳定

心绞痛或心肌梗死时可进行抗凝、抗血小板及溶栓治疗等ꎮ
(２)介入治疗:对药物难以控制或同时出现 Ａｓ 性固定狭

窄ꎬ可选用支架置入术[１ꎬ １５] ꎮ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常可

取得较好的近期疗效ꎬ但远期可能会出现支架的变形、断
裂[１４ꎬ １６] ꎬ或者支架内血栓形成[１５] ꎮ 因此ꎬ建议应用于 ＭＢ 的

支架常选用柔韧性强、支撑力大的支架ꎮ ２００７ 年ꎬＤｅｒｋａｃｚ
等[１５]报道了一例临床表现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肌桥患

者ꎬ经皮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后 ２ 个月ꎬ再发心肌梗死ꎬ二次

干预再次置入一个药物洗脱支架ꎬ然而ꎬ几个月后ꎬ冠状动脉

再次出现狭窄ꎬ又行球囊血管成形术并再次置入药物洗脱支

架ꎬ阻塞的动脉才得到改善ꎮ 最近较大样本的研究ꎬＥｒｎｓｔ
等[１７]回顾性分析了 １５ 例有症状的孤立性 ＭＢ 患者ꎬ其中 １４
例肌桥位于前降支中段ꎬ１ 例位于左回旋支ꎮ 收缩期肌桥段

直径缩窄≥５０％ ꎬ均行药物洗脱支架置入术ꎮ 术后持续随访

１２ 个月ꎬ支架内再狭窄率及靶血管重建率为 １８ ７％ ꎬ支架内

径缩小(０ ２ ± ０ ６) ｍｍꎮ １５ 例患者术后症状均缓解ꎮ 然

而ꎬ有 ３ 例患者在术后 ６ 个月内又进行了血管重建ꎬ１ 例患者

出现了冠状动脉穿孔ꎬ随即通过置入支架解决ꎬ术后恢复平

稳ꎮ 该研究还对比了 １１ 例进行金属裸支架置入的研究ꎬ其
术后 ７ 周复查冠状动脉造影ꎬ支架内阻塞率为 ３６％ ꎮ

(３)外科治疗:手术治疗包括 ＭＢ 松解术( ｌｙｓｉ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
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ꎬ ＬＭＢ)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
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ꎬＣＡＢＧꎬ)ꎮ 早在 １９７７ 年ꎬＧｒｏｎｄｉｎ 等[１８]就报道了

３ 例 ＬＭＢ 术后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ꎮ ＬＭＢ 可从根本上解除

心肌的压迫ꎬ对于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表浅型肌桥 ＬＭＢ 为

首选治疗方法ꎮ 郭少先等[１９] 认为ꎬ 应根据 ＭＢ 纤维的走行

方向与所属血管的角度、 肌桥的长度及表面肌桥的厚度ꎬ 选

择切断术或者 ＣＡＢＧꎮ 如果肌桥厚度 < ０ ５ｃｍꎬ长度 < ２ ５
ｃｍꎬ舒张期管壁完全恢复正常者则选用切断术ꎮ 反之ꎬ选用

ＣＡＢＧꎮ ２０１２ 年ꎬ Ｏｎａｎ 等[２０]报道了一例肌桥患者ꎬ肌桥位于

前降支近中段ꎬ行肌松解术ꎬ术中见肌桥长 ６ｃｍꎬ厚 ４ｍｍꎬ术
后 １ 个月行冠状动脉造影显示ꎬ前降支在心收缩期及舒张期

均无狭窄ꎮ 然而ꎬ该术式也有一定的风险ꎬ如 ＭＢ 内冠状动

脉多壁薄、脆ꎬ极易损伤ꎬ并且 ＭＢ 段冠状动脉走向不可预

见ꎬ有时需要深入切开心室壁ꎬ可能导致随后发生室壁

瘤[２１] ꎮ 所以ꎬ在进行该术式之前ꎬ应当充分评估手术风险ꎮ
２０１１ 年ꎬ徐中华等[２２] 报道了 １ 例 ５７ 岁的肌桥患者ꎬ肌桥位

于前降支近段ꎬ行 ＣＡＢＧꎬ将左乳内动脉搭在前降支远端ꎮ 术

后 ３ 个月ꎬ患者仍有复发性心绞痛ꎬ复查冠状动脉造影显示

左乳内动脉完全闭塞ꎬ心收缩期前降支狭窄程度达 ９０％ ꎮ 遂

行肌松解术ꎬ患者术后情况稳定ꎮ 术后 ４ 个月ꎬ复查冠状动

脉造影ꎬ前降支无收缩期狭窄ꎮ 随访 ２２ 个月ꎬ患者症状无

复发ꎮ
非体外循环下的微创 ＣＡＢＧ 适用于 Ｎｏｂｌｅ ＩＩ 级以上并且

有症状ꎬ应用药物治疗与介入治疗后仍有顽固性心绞痛患

者ꎬ肌桥较厚或较长ꎬ冠状动脉不易分离或有心室穿孔的危

险的患者[１８] ꎮ 临床上对于左前降支的左乳内动脉吻合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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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认同ꎮ ２０１２ 年ꎬＳｕｎ 等[２３] 报道了 １３ 例孤立 ＭＢ 患者平

均年龄为(５１ ３ ± １０ ２)岁ꎬ术前冠状动脉造影前降支在收缩

期管腔狭窄≥７５％ ꎬ行左乳内动脉的搭桥手术ꎬ术后 １ 年复

查冠状动脉 ＣＴＡꎬ血管桥无狭窄ꎬ后续随访均无心绞痛症状ꎮ
但 ＣＡＢＧ 会造成移植动脉和壁冠状动脉间的血流竞争ꎬ尤其

是原来冠状动脉狭窄不严重时ꎬ 这可导致血栓形成及短期

不良事件的发生[２４] ꎮ
７. 预后　 虽然 ＭＢ 可导致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等严重心

血管事件ꎬ但其临床多为良性转归ꎮ 在 ２００９ 年ꎬＵｒａｌ 等[２５]报

道了 ５９ 例仅用药物治疗的孤立性 ＭＢ 患者ꎬ平均随访时间

为(３７ ± １３)个月ꎬ患者的长期预后良好ꎬＵｒａｌ 同时观察到ꎬ在
２ / ３ 无持续用药的患者中ꎬ仅 １ / ５ 的患者出现心肌缺血的症

状ꎬ由此认为在一些情况下ꎬ对孤立性肌桥患者持续性用药

并非必须ꎮ ２０１４ 年ꎬ朱恩军等[２６] 报告了 １１ 例接受了外科治

疗的 ＭＢ 患者ꎬ其中 １０ 例为孤立 ＭＢꎬ１ 例合并前降支￣肺动

脉瘘ꎮ １０ 例孤立 ＭＢ 患者在非体外循环下行肌桥松解术ꎬ其
中 １ 例行松解时损伤冠状动脉ꎬ 改行非体外 ＣＡＢＧꎻ合并前

降支—肺动脉瘘的患者在非体外循环下行肌桥松解术同时

行瘘修补术ꎮ 术后随访 ２ ~ ５１ 个月ꎬ１０ 例行肌桥松解术患者

中有 １ 例术后复发胸痛ꎬ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未见明显收缩

期狭窄ꎬ给予药物可控制症状ꎮ １ 例行 ＣＡＢＧ９ 个月后再发胸

痛ꎬ后行支架置入治疗ꎮ 现有资料显示有症状的 ＭＢ 患者ꎬ
在临床干预下预后均令人满意ꎬ但目前对于 ＭＢ 的自然转归

还未有报告ꎮ 此外ꎬ对于有症状 ＭＢ 患者的治疗ꎬ目前尚有

一定的局限性ꎬ缺乏介入与外科的随机对照研究ꎮ 对两种方

法的适应症尚不能统一ꎬ需要多中心、大样本量、随机对照的

临床研究ꎬ以更好的指导 ＭＢ 的治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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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 Ｙꎬ Ｋａｗａｗａ Ｙꎬ Ｋｏｈｄａ Ｅ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
ｔｏ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Ｃｉｒｃ Ｊꎬ ２０１１ꎬ７５:１５５９￣１５６６.

[ ３ ] 　 Ｎｉｕ Ｙ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Ｌꎬ Ｃａｏ ＡＤ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ｒ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１２８￣ｓｌｉｃｅ ＣＴ. Ｅｘｐ Ｔｈｅｒ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３ꎬ５:８４８￣８５２.

[ ４ ] 　 Ｇｅ Ｊꎬ Ｅｒｂｅｌ Ｒꎬ Ｒｕｐｐｒｅｃｈｔ Ｈ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
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４ꎬ８９:１７２５￣１７３２.

[ ５ ] 　 Ｔｅｒａｇａｗａ Ｈꎬ Ｆｕｋｕｄａ Ｙꎬ Ｍａｔｓｕｄ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ｐａｓｍ. Ｃｌ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３ꎬ２６:３７７￣
３８３.

[ ６ ] 　 Ｒａｍａｌｌｉ ＥＬ Ｊｒꎬ Ｂｒａｇａ ＬＨꎬ Ｅｖｏｒａ Ｐ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ｅｒｉｏ￣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ｉｎｔｒａ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ｅｓ: ａ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Ｒｅｖ Ｂｒａｓ Ｃｉ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ꎬ ２０１１ꎬ２６:４４０￣４４６.

[ ７ ] 　 Ｔｈｅｊ ＭＪꎬ Ｋａｌｙａｎｉ Ｒꎬ Ｋｉｒａｎ Ｊ.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Ｎｏｔ ａ ｂｅｎｉｇ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ｕｔｏｐｓｙ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３:１７６￣１７８.

[ ８ ] 　 Ｇｅ Ｊꎬ Ｅｒｂｅｌ Ｒꎬ Ｇｏｒｇｅ Ｇꎬ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ｗａｌｌ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ｔｏ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ｔｒａ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Ｂｒ Ｈｅａｒｔ Ｊꎬ １９９５ꎬ７３:４６２￣４６５.
[ ９ ] 　 Ｃｅａｕｓｕ Ｍꎬ Ｉｏｎｅｓｃｕ ＲＡꎬ Ｍａｌｉｎｅｓｃｕ Ｂ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ｄｄｅ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ｄｅａｔｈ ｄｕｅ ｔｏ ｔｒｉｐｌ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ｏｍ Ｊ Ｍｏｒｐｈｏｌ Ｅｍｂｒｙ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５４:８３３￣
８３７.

[１０] 　 Ｎｏｂｌｅ Ｊꎬ Ｂｏｕｒａｓｓａ ＭＧꎬ Ｐｅｔｉｔｃｌｅｒｃ Ｒ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ｌ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ｒ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１９７６ꎬ３７:９９３￣９９９.

[１１] 　 Ｃｈｅｎｇ Ｌꎬ Ｊｉｎｇ Ｓꎬ Ｚｈａｎｇ 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Ｔ ａｎｇ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 ６４￣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ｖｅ Ｘ￣ｒａｙ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ｘｐ Ｔｈｅｒ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３ꎬ５:９６９￣
９７１.

[１２] 　 Ｖｅｒｎｕｃｃｉｏ Ｆꎬ Ｆａｚｉｏ Ｇꎬ Ｌｏ ＲＧ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ꎬ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ｕｎｒ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ｃｅｎｔｉ Ｐｒｏｇ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３ꎬ１０４:４９３￣４９７.

[１３] 　 Ｉｎａｂａ Ｓꎬ Ｏｋａｙａｍａ Ｈꎬ Ｈｉｇａｓｈｉ Ｈꎬ ｅｔ ａｌ.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ｔｈｏ￣
ｒａｃｉｃ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
ｏｎａｒｙ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ｉｎ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
ｉｎｇ. Ｅｕｒ Ｊ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ꎬ ２０１１ꎬ１２:Ｅ１５.

[１４] 　 Ｒｕｊｉｃ Ｄꎬ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ＭＬ. 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ｃｅｒｉｎ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Ｒｅｐ Ｃａｒｄｉ￣
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４:２８９￣８７９.

[１５] 　 Ｄｅｒｋａｃｚ Ａꎬ Ｎｏｗｉｃｋｉ Ｐꎬ Ｐｒｏｔａｓｉｅｗｉｃｚ Ｍ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ｅｒｃｕｔａ￣
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Ｋａｒｄｉｏｌ Ｐｏｌꎬ ２００７ꎬ６５:６８４￣６８７.

[１６] 　 Ｔａｎｄａｒ Ａꎬ Ｗｈｉｓｅｎａｎｔ ＢＫ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ＡＤ. Ｓｔｅｎｔ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ｗｏ ｃａｓｅ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Ｃａｒ￣
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ｎｔｅｒｖꎬ ２００８ꎬ７１:１９１￣１９６.

[１７] 　 Ｅｒｎｓｔ Ａꎬ Ｂｕｌｕｍ Ｊꎬ Ｓｅｐａｒｏｖｉｃ ＨＪꎬ ｅｔ ａｌ.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ｕｇ￣ｅｌ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２５:５８６￣５９２.

[１８] 　 Ｇｒｏｎｄｉｎ Ｐꎬ Ｂｏｕｒａｓｓａ ＭＧꎬ Ｎｏｂｌｅ 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ｐｒａ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ｍｙｏ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ｌ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 １９７７ꎬ
２４:４２２￣４２９.

[１９] 　 郭少先ꎬ 吕小东ꎬ 吴清玉ꎬ 等. 冠状动脉肌桥的外科治疗. 中

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ꎬ ２００４ꎬ２０:３００.
[２０] 　 Ｏｎａｎ Ｂꎬ Ｏｎａｎ ＩＳꎬ Ｂａｋｉｒ Ｉ.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

ｔｅｒｙ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ｅｘ Ｈｅａｒｔ Ｉｎｓｔ Ｊꎬ
２０１２ꎬ３９:５９８￣６００.

[２１] 　 Ａｔｔａｒａｎ Ｓꎬ Ｍｏｓｃａｒｅｌｌｉ Ｍꎬ Ａｔｈａｎａｓｉｏｕ Ｔꎬ ｅｔ ａｌ. Ｉ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ａ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ｍｙｏ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３ꎬ１６:３４７￣３４９.

[２２] 　 Ｘｕ Ｚꎬ Ｗｕ Ｑꎬ Ｌｉ 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ｔｏｍ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１ꎬ１２３:１１３６￣１１３７.

[２３] 　 Ｓｕｎ Ｘꎬ Ｃｈｅｎ Ｈꎬ Ｘｉａ Ｌ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ａｒｔｅｒｙ. Ｊ Ｃａｒｄ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２ꎬ２７:４０５￣４０７.

[２４] 　 Ｓａｂｉｋ ＪＦ ３ｒｄꎬ 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 Ｅ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ｐａｔｅｎ￣
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ｆｌｏｗ.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５１:１２６￣１２８.

[２５] 　 Ｕｒａｌ Ｅꎬ Ｂｉｌｄｉｒｉｃｉ Ｕꎬ Ｃｅｌｉｋｙｕｒｔ Ｕ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
ｉｎｇ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Ｃｌ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９ꎬ３２:４５４￣４５７.

[２６] 　 朱恩军ꎬ 黄方炯ꎬ 吴强ꎬ 等. 小切口肌桥松解术治疗冠状动脉肌

桥的临床研究.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１４ꎬ３３:５４８￣５５０ꎬ５７２.
(２０１４￣１１￣０２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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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统计学方法的正确使用问题(一)
１. 忽略统计学方法使用的前提条件　 随着统计软件的广泛应用ꎬ有些医学生获得数据后直接选择软件

中常见的几种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ꎬ完全不考虑本研究的数据是否满足该方法的使用条件ꎮ 例如ꎬ医学研究

中经常要进行两组或多组间均数的比较ꎬ有些医学生直接就采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统计ꎮ 实际上ꎬｔ 检
验和方差分析都是参数检验ꎬ需要满足前提条件:正态性和方差齐性ꎮ 正态性是指各组资料要服从正态分布

(或近似正态分布)ꎻ方差齐性指各组资料取自的总体方差相等ꎮ 目前常用的统计软件都可以对资料的正态

性和方差齐性进行验证ꎬ但是很多学生都忽略了这一步ꎬ因而可能出现统计学问题ꎮ 只有按照各种统计学方

法自身的适用条件来合理使用ꎬ统计方法才能成为发现数据内在统计规律的有力工具ꎮ
２. 忽略研究设计ꎬ盲目套用统计方法　 (１) 误用 ｔ 检验处理单因素多水平资料: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是医

学论文中最常用的、也通常被认为是最简单的统计学方法ꎬ然而实际应用中的正确率却低于 １０％ [２]ꎮ 除了

上述的说明不清楚和忽略使用条件的问题外ꎬ忽略研究设计也常常是导致 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使用错误的原

因ꎮ 对于呈正态分布的单因素多水平定量资料ꎬ两组间的比较可用 ｔ 检验ꎻ两组以上资料的比较则需选用方

差分析ꎮ 有些医学生简单地使用 ｔ 检验来处理多组间的比较ꎮ 这样做的问题是由于多次采用 ｔ 检验ꎬ增加

了假阳性错误的概率ꎻ同时失去了原来多组设计的意义ꎬ不能给出概括性的结论ꎬ因此结论不可靠ꎮ 正确的

方法是当满足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时应采用单因素多水平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ꎻ当检验结果为各组总体均

数间不完全相等时ꎬ再进一步进行组间均数的两两比较ꎮ 如果当任何两个均数之间都要比较ꎬ可采用 ＳＮＫ
法ꎬ而如果要分别将各试验组与同一个对照组比较ꎬ可采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 法ꎮ 当资料不满足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

时ꎬ需对资料进行数据正态化处理或采用秩和检验ꎮ
(２)误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处理重复测量的资料:医学研究中常需要对同一受试对象的某项指标在不同

时点进行重复测量ꎬ此类资料即为重复测量的资料ꎬ例如研究对象服用某种药物后多个时间点的血压值ꎮ 由

于同一个体不同次测量的结果往往存在相关性ꎬ这时用单因素多水平方差分析来比较不同时点的测量结果

是不恰当的ꎬ因为单因素方差分析要求各比较组间是独立的ꎮ 如果仅将两个时间点上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

配对 ｔ 检验则割裂了原来多组比较的整体设计ꎮ 正确方法的方法是先判断重复测量数据之间是否存在相关

性(如 ＳＰＳＳ 的球形检验)ꎬ如不存在相关性ꎬ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即可ꎻ如存在相关性ꎬ则需进行重复测量

数据的方差分析[３]ꎮ
(３)误用 χ２ 检验处理有序的列联表资料:对于定性资料ꎬ很多医学生都会直接应用 χ２ 检验来处理ꎮ 实

际上ꎬ因研究设计的不同ꎬ定性资料的列联表又分为双向无序的列联表、单向有序的列联表和双向有序的列

联表等不同类型ꎮ 对于双向无序的列联表ꎬ可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分析ꎮ 但需注意的是在列联表的 χ２ 检验中ꎬ若
Ｐ <０ ０５ꎬ只能得出总的结论ꎮ 如需进行两两比较时ꎬ因为重复多次的检验将使第一类错误扩大ꎬ因此需重新设

定检验水准ꎬ通常采用 α′ ＝ α / Ｎꎬ其中 Ｎ 为所需检验的次数[４]ꎮ 此外ꎬ医学研究中还经常将某种定性的测量指

标分成若干个有序的等级ꎬ如疾病的不同严重程度和预后的不同水平等ꎬ然后分类计数各组研究对象的具体状

态ꎮ 这种资料属于有序的(等级的)列联表资料ꎬ看似可以用 χ２ 检验处理ꎬ但 χ２ 检验只能比较各组的构成ꎬ而
与顺序或等级无关ꎬ因而此类资料应采用与分组顺序有关的检验方法ꎬ如秩和检验和 Ｒｉｄｉｔ 分析等[５]ꎮ

(４)将非同质的研究对象合并进行相关分析:临床研究中经常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设计ꎬ如糖尿病患者

和正常对照ꎬ有时还需按患者的不同特征分为多组ꎬ如血糖正常、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减低和糖尿病四种情

况ꎮ 为了突出总样本量ꎬ有些医学生把所有研究对象合计在一起进行分析ꎮ 事实上ꎬ由于各组研究对象在生

物学特征上可能有明显差异ꎬ这种合并分析需特别谨慎ꎮ 尤其是进行相关分析时ꎬ指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组

之间可能完全不同ꎬ即研究对象不同质ꎬ因此不应合并在一起进行相关分析ꎮ

(摘自«心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５ 年 ２１９ 页ꎬ作者: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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