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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血管病杂志》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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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读者对象为从事心肺血管病工作的高、中级专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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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同道来稿。
３ 文稿　 文稿要求精练、通顺、准确及主题明确，重点突出，说明的问题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论著、实验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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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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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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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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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对该文负责的关键人物；其他对该研究有贡献者应列入致谢部分。 作者中如有外籍作者，应征得本人同意，并有证明信。
６ 摘要　 论著须附中、英文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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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冠以相应的标

题。 采用第三人称撰写，不用“本文”、“作者”等主语。 中文摘要可简略些（３００ 字左右），英文摘要则相对具体些（４００ ～ ６００
个实词左右）。 英文摘要应包括英文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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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姓名应全部列出。 不属同一单位时，在第一作者姓名右上角加“∗”，同时在单位名称首字母左上角加“∗”例如：ＬＩＮ
Ｘｉａｎｙａｎ∗，Ｗ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ＱＩＮ Ｊｉ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Ｆｉｒ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７ 关键词　 论著需标引 ２ ～ ５ 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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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最新版 ＭｅＳＨ 中无相应的词，处理办法：（１）可选用直接相关的几个主题词进行组配。 （２）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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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称，如“ＨＢｓＡｇ”应标引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每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各词汇之间空 ２ 个字用“；”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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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名词》和相关学

科的名词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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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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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使用商品名。 在需要使用商品名的情况下，应先给出其通用名

称，括号内给出商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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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新版的《新华字典》。 外

国人名不译成中文，其后亦不加“氏”字。
９ 图表　 每幅图表应冠有图（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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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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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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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照片图内应有尺度标记。 病理照片要求注明染色方法和放大倍数。 图表中如有引自他刊者，应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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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单位符号表示，具体使用中执行

ＧＢ３１００ ～ ３１０２⁃９３《量和单位》一书，血压计量单位可以使用毫米汞柱（ｍｍＨ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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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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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ｎｇ ／ ｋｇ ／ ｍｉｎ 应采用 ｎｇ
·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

的形式；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不可混用。 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但
如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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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只列法定计量单位数值。 量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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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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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不能省略，如 ５％ ～９５％ ，不能写成 ５ ～ ９５％ ，公差可写成５０． ２％ ± ０． ６％或（５０． ２ ± ０． ６）％ 。 附带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按
下列方式书写：４ ｃｍ × ３ ｃｍ × ５ ｃｍ，而不能写成 ４ × ３ × ５ ｃ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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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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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 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 ｓｘ；④ｔ 检验用英文小写 ｔ；⑤Ｆ 检验用英文大写 Ｆ；⑥卡方检验

用希文小写 χ２；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 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 ν；⑨概率用英文大写 Ｐ（Ｐ 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 ｔ 值、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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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后两者间用“，”分开（如该缩略语已公知，也可不注出其英文全称）。 缩略语不得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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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在正文中用上角码标出，文献表中的序号与正文中的要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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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出版物不在参考文献中列出。 避免引用摘要作为

参考文献。 确需引用个人通讯时，可将通讯者姓名和通讯时间写在括号内插入正文相应处。 参考文献中的作者，１ ～ ３ 名全部

列出，３ 名以上只列前 ３ 名，后加“等”或其他与之相应的文字。 外文期刊名称用缩写，以《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ｕｓ》中的格式为准；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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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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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按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９—１９９６ 的规定书写，名字不能缩写。 著者除“译”外，不必著录责任者的责任。 文题． 刊名（外文缩写按《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ｕｓ》格式），年份，卷：起止页码。 举例：
姚崇华，吴兆苏，张瑞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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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１２：１９３⁃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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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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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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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析出

文献页码  举例：肖星甫． 外科输血 ／ ／吴英恺，曾宪九，朱预，等  外科临床指导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３：６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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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根据《著作权法》，并结合本刊具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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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仍在审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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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 修改稿逾 ３ 个月不寄回者，视作自动撤稿。 ３ 个月以后寄回者，按新稿件重收。
１７ 来稿须附单位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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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稿件确认刊载后需按通知金额付版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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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者赠

当期杂志 １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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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同时在印刷版和光盘版刊出。 来稿一经我刊刊用，稿件专用使用权归本刊编辑部所有，未经同意，作者不得转

载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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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９
电话：（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来稿请勿寄给个人，需注明作者或联系人的详细通讯地址和电话（手机号码）。
２０ 本刊欢迎网上投稿请登陆本刊网站，完成在线投稿，具体步骤如下：①登陆 ｗｗｗ． ｘｆｘｚ． ｃｂｐｔ． ｃｎｋｉ． ｎｅｔ；②点击“作者投稿

系统”；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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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填写“作者注册”
信息；⑤点击“返回登录页面”；⑥用已经注册的用户名登陆；⑦进入投稿界面，根据投稿流程中的提示进行设稿，最后确认投

稿。 本刊只接受以“Ｗｏｒｄ”形式发送的文件，文章所涉及的图、表均应插入在“Ｗｏｒｄ”文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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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入院即刻

收缩压与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关系的探讨

蔡 濛∗　 刘文娴　 赵 晗　 任燕龙

　 　 ［摘要］ 　 目的：探讨急性 ＳＴ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入院即刻 ＳＢＰ 水平与住院期间发生

心脏不良事件的关系。 方法：连续入选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发病 ２４ 小时以内入院的（ＳＴＥＭＩ）患
者 １ ７９９ 例，经排除标准筛选后共入选 １ ２６８ 例患者。 记录入院即刻 ＳＢＰ，并根据 ＳＢＰ 水平由低到高分

为五组：１ 组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２ 组 １０１ ～ １１９ｍｍＨｇ、３ 组 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４ 组 １４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 及五组≥１６０ｍｍＨｇ 组。 分别包含患者数目为：２５０ 例 （１９ ７％ ），３５６ 例 （２８ １％ ），４３７ 例

（３４ ５％ ），１７５ 例（１３ ８％ ）及 ５０ 例（３ ９％ ）。 住院期间依据指南进行规范诊疗，观察终点为住院期间心

性不良事件（死亡、心源性休克（ＣＳ）、心脏破裂、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的情况。 结果：五组间死亡、
心源性休克及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发生率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其中各组全因病死

率：五个组分别为 ８ ８％ 、３ ９％ 、３ ２％ 、５ １％和 ６ ０％ ； 室性心动过速（ＣＳ）和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

发生率分别为 １９ ２％ 、６ ７％ 、３ ４％ 、５ １％ 、０％ 、１５ ６％ 、９ ０％ 、５ ７％ 、５ ７％和 ６ ０％ 。 入院即刻 ＳＢＰ 为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组具有更高的全因病死率（８ ８％ ）、ＣＳ 发生率（１９ ２％ ）及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发生

率（１５ ６％ ）。 入院血压 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 组具有更低全因病死率（３ ２％ ）、ＣＳ 发生率（３ ４％ ）、室性心动

过速 ／心室颤动发生率（５ ７％ ）。 多因素逻辑回归显示，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ＯＲ ＝ ２ ６６３，９５％
ＣＩ：１ ５９７ ～ ４ ４３９，Ｐ ＜ ０ ０１）、Ｋｉｌｌｉｐ ＞ １ 级（ＯＲ ＝ ４ ７０，９５％ ＣＩ：２ ８０４ ～ ７ ８６９，Ｐ ＜ ０ ０１）、ＩＡＢＰ 应用（Ａ：
ＯＲ ＝ ３ ６４２，９５％ ＣＩ：２ ３８２ ～ ５ ５６８，Ｐ ＜ ０ ０１ ／ Ｂ：ＯＲ ＝ ３ ２７７，９５％ ＣＩ：２ ２０９ ～ ４ ８６１，Ｐ ＜ ０ ０１）为住院不

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ＳＴＥＭＩ 患者入院即刻 ＳＢＰ 水平与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存在相关性，入院即

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住院不良事件率较高；而相对较高的血压（１２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住院不良事件率较低。
［关键词］ 　 ＳＴ 段抬高心肌梗死；入院收缩压；住院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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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 １１９ｍｍＨｇ ｇｒｏｕｐ（ｎ ＝ ３５６，２８ １％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 ｇｒｏｕｐ（ｎ ＝ ４３７，３４ ５％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１４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 ｇｒｏｕｐ（ｎ ＝ １７５，１３ ８％ ）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１６０ｍｍＨｇ ｇｒｏｕｐ（ｎ ＝ ５０，３ ９％ ）．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ｅｎｄ

７９５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第 ３４ 卷第 ８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８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ｓ， ｃａｒｄｉｏｇｅｎ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ｒｕｐｔｕｒｅ ，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ａｌｌ⁃ｃａｕｓ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
ｔｙ， ｃａｒｄｉｏｇｅｎ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５ ｇｒｏｕｐｓ（Ｐ ＜ ０ ０５）． 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ｌｌ⁃ｃａｕｓ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８ ８％ ，３ ９％ ， ３ ２％ ， ５ １％ ａｎｄ
６ ９％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ｇｅｎ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ｒａｔ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１９ ２％ ，６ ７％ ，
３ ４， ５ １％ ， ａｎｄ ０％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１０１ ～ １１９ｍｍＨｇ， 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 １４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 ａｎｄ ≥
１６０ｍｍＨｇ） ｗｅｒｅ １５ ６％ ，９ ０％ ， ５ ７％ ， ５ ７％ ａｎｄ ６ ０％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９０⁃１００ｍｍＨｇ ｈａ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ｌｌ⁃ｃａｕｓ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３ ２％ ）， ｃａｒｄｉｏｇｅｎｉｃ ｓｈｏｃｋ（３ ４％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ｒｉｃ⁃
ｕｌａｒ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１５ ６％ ）．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１２０⁃１３９ｍｍＨｇ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ｅ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ＯＲ ＝ ２ ６６３，９５％ ＣＩ：１ ５９７ ～ ４ ４３９，Ｐ ＜ ０ ０１）， Ｋｉｌｌｉｐ ＩＩ⁃ＩＶ（ＯＲ ＝ ４ ７０，９５％ ＣＩ：２ ８０４ ～
７ ８６９，Ｐ ＜ ０ ０１）， ＩＡＢＰ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Ａ：ＯＲ ＝ ３ ６４２，９５％ ＣＩ：２ ３８２ ～ ５ ５６８，Ｐ ＜ ０ ０１ ／ Ｂ：ＯＲ ＝ ３ ２７７，９５％
ＣＩ：２ ２０９ ～ ４ ８６１，Ｐ ＜ ０ 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ａ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ｐｈａ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Ｅ⁃
ＭＩ．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ｍａ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ｐｏ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ＢＰ １２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ｅ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
ｖ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急性心肌梗死 （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ＭＩ）是冠心病在临床上的急危重症表现，我国发病

率呈逐年升高趋势，且病死率较高，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我市 ２５ 岁以上人群 ＡＭＩ 平均住院病死率为

１０ ０％ ［１⁃２］。 故如能于入院时对 ＡＭＩ 患者迅速进行

疾病严重程度的判断，便可采取更恰当的治疗策

略
［３⁃４］。 目前国外研究显示入院即刻 ＳＢＰ 可能与

ＡＭＩ 患者预后相关，其中一些研究
［５⁃６］

指出，入院即

刻 ＳＢＰ 与预后呈反比相关；另一些研究
［７⁃８］

指出，入
院即刻 ＳＢＰ 在特定区间内可能提示更好的预后。
所以目前除入院即刻 ＳＢＰ ＜ ９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提示预后不良比较明确外，其在 ９０ｍｍＨｇ
以上的不同水平对 ＳＴ 段抬高心肌梗死（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ＭＩ）预后的影响尚

无定论，国内也鲜有报告。 我们拟回顾性分析 ＳＴＥ⁃
ＭＩ 患者，评估入院即刻 ＳＢＰ 在 ９０ｍｍＨｇ 以上的不同

水平对 ＳＴＥＭＩ 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为临床快速评

价 ＳＴＥＭＩ 患者的预后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连续入选本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发病 ２４ 小时以内入院诊断为 ＳＴＥＭＩ 的患

者 １ ７９９ 例。 ＳＴＥＭＩ 定义为
［１１］：心肌生化标志物的

升高（ｃＴＮＩ 及 ＣＫ⁃ＭＢ），缺血性临床症状（胸闷、胸
痛等），新发和疑似有临床意义的 ＳＴ⁃Ｔ 改变。 排除

标准：①非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 ＡＭＩ 患者；②

ＮＳＴＥＭＩ 患者；③入院即存在 ＣＳ 患者；④入院即刻

ＳＢＰ ＜ ９０ｍｍＨｇ；⑤合并严重肝、肾、肺疾病，感染、恶
性肿瘤、严重贫血、甲亢、自身免疫病及妊娠等情况；
⑥数据不全影响统计分析的患者。

经筛选符合标准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 １ ２６８ 例。 以入

院即刻 ＳＢＰ 从低到高分为五组：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组，
１０１ ～ １１９ｍｍＨｇ 组，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 组，１４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
组，１６０ｍｍＨｇ 及以上组。

２． 资料采集：于入院时收集人口学资料和基线

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心率、ＳＢＰ、ＤＢＰ、心功能分级

（Ｋｉｌｌｉｐ）、吸烟史、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家族史、
陈旧心肌梗死及曾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 ／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心电图改变，前壁系列

（前壁、广泛前壁）；下壁系列（下壁、下壁后壁、下壁

右心室及下壁后壁右心室）；实验室检查（ｃＴＮＩ、Ｓｃｒ
等），超声心动图检查［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左
心室舒张末径（ＬＶＥＤＤ）］；入院即刻再灌注治疗方

式（直接 ＰＣＩ、溶栓）；入院器械辅助［主动脉内球囊

反搏（ＩＡＢＰ）］。
３． 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包括：死亡、心源性休克

（ＣＳ）、心脏破裂及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 其中

ＣＳ 定义为
［１３］：没有低血容量情况下持续性低血压

（ＳＢＰ ＜ ９０ｍｍＨｇ）持续 ３０ 分钟以上，或需要升压药

或置人心室辅助装置才能维持收缩压 ＞ ９０ｍｍＨｇ，
及至少出现以下表现中一种：①神志改变；②末梢皮

肤发绀、四肢湿冷；③尿量 ＜ ３０ｍＬ ／ ｈ；④乳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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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ｍｍｏｌ ／ Ｌ；心脏破裂包括室间隔穿孔和游离壁破

裂；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为其特有的心电图或心

电监测改变。
４． 统计学方法：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

包。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多组

间则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ＳＮＫ 法；非
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 （Ｍ） 及四分位数间距

（Ｐ２５，Ｐ７５）表示，采用秩和检验。 分类变量以频数

（率）表示，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ｓ 精确概率法

检验。 住院不良事件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入院即刻 ＳＢＰ 在 ９０ｍｍＨｇ 以上的不同水平

的患者分布情况：纳入的 １ ２６８ 例患者中，依据入院

即刻 ＳＢＰ 将患者分为五组，即：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１
组）、１０１ ～ １１９ｍｍＨｇ（２ 组）、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３ 组）、
１４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４ 组）及≥１６０ｍｍＨｇ（５ 组），各组分

别包 含 患 者 数 目 为： ２５０ 例 （ １９ ７％ ）， ３５６ 例

（２８ １％ ），４３７ 例（３４ ５％ ），１７５ 例（１３ ８％ ），５０ 例

（３ ９％ ）。
２． 入院即刻人口学资料及基线数据与住院总

体不良事件发生与否的关系：表 １ 显示入院即刻可

得人口学资料与基线数据与住院期间总体不良事件

的关系，其中年龄、Ｋｉｌｌｉｐ 分级、糖尿病、高脂血症、冠
心病家族史、ＳＢＰ、ＤＢＰ、ＨＲ、Ｓｃｒ 及 ＬＶＥＦ 等与住院

期间不良事件相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本文欲探讨入院即刻 ＳＢＰ 与住院期间不良

事件发生存否明确相关。
３． 比较入院即刻 ＳＢＰ 在 ９０ｍｍＨｇ 以上的不同

水平，五组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表 ２ 显

示了入院即刻 ＳＢＰ 在 ９０ｍｍＨｇ 以上的，五组患者住

院期间不良事件（死亡、ＣＳ、心脏破裂、室性心动过

速 ／心心室颤动动及包括其所有的总不良事件）的
发生情况。 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组具有更

高的病死率（Ｐ ＜ ０ ０５）、ＣＳ 发生率（Ｐ ＜ ０ ００１）及室

性心动过速 ／心心室颤动动发生率（Ｐ ＜ ０ ００１），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入院心脏破裂五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两两比较可见五组总体存在差异同

时的组间差异情况。 可见除入院即刻 ＳＢＰ ≥
１６０ｍｍＨｇ 组 ＣＳ 的 ０ 发生率外，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 组具有更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住院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的

影响因素：表 ３ 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的结果，针对住院期

　 　 　 　表 １　 基线特征与住院不良事件发生与否关系

［ｘ ± ｓ，ｎ（％ ），Ｍ（ＱＲ）］

项目
心性事件组

（ｎ ＝ １８９）
无心性事件组

（ｎ ＝ １０７９）
Ｐ 值

年龄 ／岁 ６１ ９５ ± １１ ４０ ５７ ７７ ± １１ ９９ ＜ ０ ０１
男性 １４２（７５ １） 　 　 ８５０（７８ ８） ０ ２６３
Ｋｉｌｌｉｐ ＞ １ 级 １６６（８７ ８３） ６１０（５６ ５３） ＜ ０ ０１
吸烟史 ９９（５２ ４） ６０９（５６ ５） ０ ５２８
高血压病 ９９（５２ ４） ５４９（５０ ９） ０ ７１２
糖尿病 ６１（３２ ３） ２３８（２２ １） ＜ ０ ０５
高脂血症 ５７（３０ ２） １６１（１４ ９） ＜ ０ ０１
外周血管病 ３（１ ６） ８（０ ７） ０ ２１６
曾行 ＰＣＩ ２３（１２ ２） １０３（９ ６） ０ ２７２
曾行 ＣＡＢＧ ２（１ １） ４（０ ４） ０ ２２２
陈旧性心肌梗死 ２５（１３ ３） １０９（１０ １） ０ １９５
冠心病家族史 ６（３ ２） ９（０ ８） ０ ０１６
ＳＢＰ ／ （ｍｍＨｇ） ９５（１０６，１２２） 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０） ＜ ０ ０１
ＤＢＰ ／ （ｍｍＨｇ） ６０（７０，７６） ６７（７０，８０） ＜ ０ ０１
ＨＲ ／ （ｂｐｍ） ７０（８０，９７ ５） ６７（７５，８５） ＜ ０ ０１
Ｓｃｒ ／ （μｍｏｌ ／ Ｌ） ７１ ８（９２ ８，１２０） ６５（７６，９０ ３） ＜ ０ ０１
ｃＴＮＩ ／ （μｇ ／ Ｌ） ０ ６８（１１ ８６，７８ ９） ０ ９６（１３ ０４，６０ ３３） ０ ７２８
ＬＶＥＦ ３９（４５，５６） ４５（５５，６０） ＜ ０ ０１
ＬＥＶＤＤ ／ ｍｍ ４６（５０，５４） ４６（４９，５３） ０ ０５１
前壁系列 １０４（５５） ４７２（４３ ７） ＜ ０ ０１
下壁系列 ６６（３４ ９） ３８８（３６． ０） ＜ ０ ０１
ＩＡＢＰ １２８（６７ ７） ２８０（２５ ９） ＜ ０ ０１
直接 ＰＣＩ １３６（７２） ６９４（６４ ３） ０ ０４２
溶栓 ２３（１２ ２） ９５（８ ８） ０ １３２

注：前壁、下壁系列为心电图改变，前者包括：前壁，广泛前壁；后者

包括：下壁，下壁、后壁，下壁、右心室，下壁、后壁及右心室

表 ２　 五组不同血压水平住院期间不良事件比较［ｎ（％ ）］

组别
１ 组

（ｎ ＝２５０）
２ 组

（ｎ ＝３５６）
３ 组

（ｎ ＝４３７）
４ 组

（ｎ ＝１７５）
５ 组

（ｎ ＝５０）
Ｐ 值

死亡 ２２（８ ８）３ １４（３ ９） １４（３ ２）１ ９（５ １） ３（６ ０） ０ ０１９
ＣＳ ４８（１９ ２）２⁃５ ２４（６ ７）１ １５（３ ４）１ ９（５ １）１ ０（０）１ ＜０ ０１
心脏破裂 ４（１ ６） ５（１ ４） ４（０ ９） ２（１ １） ０（０） ０ ８５６
室速 ／室动 ３９（１５ ６）３⁃４ ３２（９ ０） ２５（５ ７）１ １０（５ ７）１ ３（６ ０） ＜ ０ ０１

注：血压五组按由低到高以 １ ～ ５ 编号，调整 Ｐ’为 ０ ００５ 后行两两比较，上标

数字为存在统计学差异的组别

表 ３　 住院不良事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ＯＲ ９５％ ＣＩ Ｐ 值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２ ６６３ １ ５９７ ～ ４ ４３９ ＜ ０ ０１
Ｋｉｌｌｉｐ ＞ １ 级 ４ ７０ ２ ８０４ ～ ７ ８６９ ＜ ０ ０１
ＩＡＢＰ ３ ６４２ ２ ３８２ ～ ５ ５６８ ＜ ０ ０１
ＳＢＰ １００ ～ １１９ｍｍＨｇ ０ ５９７ ０ ３７２ ～ ０ ９５８ ０ ０３２
ＳＢＰ 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 ０ ３７６ ０ ２２５ ～ ０ ６２６ ＜ ０ ０１
ＳＢＰ １４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 ０ ３７２ ０ １８７ ～ ０ ７４０ ０ ００５
Ｋｉｌｌｉｐ ＞ １ 级 ４ ７０ ２ ８０４ ～ ７ ８６９ ＜ ０ ０１
ＩＡＢＰ ３ ２７７ ２ ２０９ ～ ４ ８６１ ＜ ０ ０１

注：（Ａ）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 作为对照，（Ｂ）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作为对照

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将表 １ 中所涉及的相关变量

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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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冠心病家族史、曾行

ＰＣＩ、ＳＢＰ、ＤＢＰ、ＨＲ 及 Ｋｉｌｌｉｐ ＞ １ 级，ｃＴＮＩ、Ｓｃｒ、ＬＶＥＦ、
ＩＡＢＰ 及直接 ＰＣＩ 溶栓等）代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表 ３ 可见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具有最高的

不良事件发生率，而入院即刻 ＳＢＰ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
具有相对最低的。 故选择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５ 组中的该

两组分别作为组间对照进行比较，可得表 ４ （Ｂ 及

Ａ）。 显示：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 ＯＲ ＝
２ ６６３，Ｐ ＜ ０ ０１）为住院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１００ ～ １１９ｍｍＨｇ （ＯＲ ＝ ０ ５９７，Ｐ ＝
０ ０３２）、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 （ＯＲ ＝ ０ ３７６，Ｐ ＜ ０ ０１）、
１４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ＯＲ ＝ ０ ３７２，Ｐ ＝ ０ ００５）为住院不

良事件的保护性因素。 另外可见，Ｋｉｌｌｉｐ ＞ １ 级（ＯＲ
＝ ４ ７０，Ｐ ＜ ０ ０１），ＩＡＢＰ 应用（Ａ：ＯＲ ＝ ３ ６４２，Ｐ ＜
０ ０１ ／ Ｂ：ＯＲ ＝ ３ ２７７，Ｐ ＜ ０ ０１）均为住院期间不良

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讨　 论

本文主要探讨入院即刻 ＳＢＰ 水平对住院期间

不良事件的影响。 ＳＢＰ 是心输出量和外周阻力的综

合体现。 急性心肌梗死致心肌收缩力下降，心输出

量减低，终致血压下降，说明心肌受损严重。 反之更

高的入院即刻 ＳＢＰ 不仅仅提示了增加的外周阻力，
也是 ＡＭＩ 患者具有相对较好的心功能储备。

本研究依据入院即刻 ＳＢＰ 水平的五组中，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组具有更高的病死率、心源性休克发

生率及心室颤动 ／室性心动过速发生率，入院即刻

ＳＢＰ 水平与心脏破裂统计学角度无明显差异。 另

外，在多因素分析中，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Ｋｉｌｌｉｐ ＞ １ 级、ＩＡＢＰ 应用为住院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

因 素； 入 院 即 刻 ＳＢＰ１００ ～ １１９ｍｍＨｇ、 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１４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 为住院不良事件的保护

性因素；就 ＯＲ 值看，前者为中等相关，后二者为强

相关。 这可能提示在 ＳＴＥＭＩ 患者中，相对高而又非

显著升高的入院即刻 ＳＢＰ 与较好的短期预后相关。
日本及欧美学者在对日本 ＡＭＩ 患者入院即刻 ＳＢＰ
水平与住院期间预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

结论
［７］。
本研究显示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组具

有更高的病死率、心源性休克发生率及心室颤动 ／室
性心动过速发生率，与之相符。 逻辑回归亦说明入

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是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期

间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且该组更倾向具有更

高的 Ｋｉｌｌｉｐ 分级及更低的 ＬＶＥＦ％ ，这和既往相关研

究基本一致
［９⁃１０，１２］，被公认具有较差预后，病死率

高。 在心室颤动 ／室性心动过速方面，仍是该人群具

有更高的发病率，这可能与急性心肌梗死激活以交

感激活为主
［１７⁃１８］

的一连串神经体液反应
［１９］，进而增

加了儿茶酚胺的释放相关，其促使血压升高以代偿

因心肌梗死而降低的心输出量；而交感的激活将增

加氧耗致室壁应力增加，易诱发心律失常。 另外，入
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组合并多种危险因素、总
体病情更为危重等，均会导致心肌梗死时更严重的

心肌损害。 上述均为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组具有更高入院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可能原因。

关于入院即刻 ＳＢＰ 的预测价值，既往研究的结

论不尽相同。 Ｊｏｎａｓ 等［１２］
的研究旨在以 １ 年预后评

价极度升高血压对入院诊疗影响，其发现，在 ＡＭＩ
患者中，具有极度升高血压 （ ＳＢＰ ＞ ２００ｍｍＨｇ 或

ＤＢＰ ＞ １２０ｍｍＨｇ） 与短期及 １ 年不良预后无关。
ＧＲＥＥＣＳ 研究

［５］
发现入院即刻 ＳＢＰ 与院内病死率

呈反比相关，ＳＢＰ 每增加 １０ｍｍＨｇ 可降低 ２７％的院

内死亡风险，甚至 ＳＢＰ≥１６０ｍｍＨｇ 时仍有进一步的

轻度减低。 同样的，来自 ＲＩＫＳ⁃ＨＩＡ 的数据在分析

胸痛患者入院即刻 ＳＢＰ 与 １ 年病死率的关系时发

现，入院即刻 ＳＢＰ 与 １ 年病死率呈反比相关
［６］。 而

来自日本的 Ｓｈｉｒａｉｓｈｉ 等［７］
的关于 ＡＭＩ 患者入院即

刻 ＳＢＰ 与住院期间预后的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

论，指出入院即刻 ＳＢＰ１４１ ～ １５９ｍｍＨｇ 与更好的院

内预后相关，但入院即刻 ＳＢＰ≥１６０ｍｍＨｇ 则可能导

致心脏破裂风险的增加。 在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等针对 ＡＣＳ
管理的研究、Ｇｈｅｏｒｇｈｉａｄｅ 等

［１４⁃１６］
针对急性心力衰竭

患者入院即刻 ＳＢＰ 等临床特点与住院短期预后的

研究及 ２００２ＡＣＡ ／ ＡＨＡ 冠心病指南中，均提示针对

ＡＭＩ 患者，更高的入院即刻 ＳＢＰ，或提示更好的预

后。 而本研究显示更低的入院即刻 ＳＢＰ 提示更差

的短期预后，与其基本一致，均表明血压水平是心肌

受损严重程度的重要表现之一。
另外，我们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中发现入院即

刻 ＳＢＰ １２０ ～ １３９ｍｍＨｇ、１４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 为住院不良

事件强相关保护性因素。 考虑可能与如下因素相关

可能：①本研究入选病例 １ ２６８ 例，其中血压升高病

例 ２２５ 例，约占 １７ ７０％ ，例数相对较少，不除外选

择偏倚对结论的影响。 ②心肌梗死后的血压水平是

心血管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综合体现。 故于相

对较小的梗死面积下，加之全身性的积极反应，进而

导致更高入院即刻 ＳＢＰ。 这可能是心脏功能受损较

轻的表现。 因此，升高的血压在严重的病情下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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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害，对冠状动脉而言，更可能是良好代偿的提

示。 ③本研究中，病史提供总体高血压病患者 ６４８
例，患病率约为 ５１ １０％ ，而血压升高病例 ２２５ 例，
约占 １７ ７０％ ，提示至少部分高血压病患者血压水

平可控制于正常范围内，而常用的抗高血压药物，如
ＡＣＥＩ ／ ＡＲＢ 和 β 受体阻滞剂均有明确公认的心脏保

护作用。
因此，本研究显示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是 ＳＴＥＭＩ 患者住院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故

对于低血压的情况，应重视病情变化，适时采取包括

血运重建、机械辅助在内的各种手段以纠正之；结论

中虽然提示 ＩＡＢＰ 使用为住院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

因素，临床考虑可能与应用 ＩＡＢＰ 患者本身病情危

重，甚至需依靠 ＩＡＢＰ 纠正休克状态等相关，故针对

ＩＡＢＰ 作用，仍需进一步针对研究。 入院即刻 ＳＢＰ 相

对较高组具有有更低的住院不良事件率，并不含入

院即刻 ＳＢＰ≥１６０ｍｍＨｇ 组，故考虑对于血压过度升

高的情况也应积极控制血压至合适范围以减少不良

事件的发生。
我们的研究有一定局限性。 首先，回顾性观察

研究因果关系推断不一定准确。 其次，入院即刻

ＳＢＰ≥１６０ｍｍＨｇ 组的患者例数相对较小，且部分事

件发生率低，可能影响结果。 最后，我们研究仅涉及

入院期间短期预后。
总之，ＳＴＥＭＩ 患者入院即刻 ＳＢＰ 水平与住院期

间不良事件存在相关性， 入院即刻 ＳＢＰ ９０ ～
１００ｍｍＨｇ 住院不良事件率较高；而相对较高的血压

（１２０ ～ １５９ｍｍＨｇ）住院不良事件率较低，故提示可

通过入院即刻 ＳＢＰ 对 ＳＴＥＭＩ 患者的预后进行初步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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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冠状动脉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

的相关性研究

彭 松　 万 静　 李凯勇　 方 冬　 方 奇

　 　 ［摘要］ 　 目的：研究颈动脉粥样斑块病变情况与冠状动脉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的关系，探讨颈动脉粥样

硬化（Ａｓ）的病变程度，对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及其预后的预测作用。 方法：选取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心内科，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住院行冠状动脉造影患者 ２９６ 例，根据结果进行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并分为轻度组（１ ＜积分 ＜ ２１）５１ 例，中度组（２１ ＜积分 ＜ ３１）７１ 例，重度组（积分 ＞ ３１）１３６ 例，以及

对照组（０ 分）３８ 例，采用颈动脉超声检查患者的颈动脉 Ａｓ 病变情况，并采用 ＡＳ 评分及 Ｃｒｏｕｓｅ 评分对

颈动脉 Ａｓ 病变情况进行量化。 结果：随着冠状动脉病变情况的加重，颈动脉粥样斑块的发生率明显增

高，且病变程度也逐渐加重；针对冠状动脉病变情况的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和针对颈动脉病变情况的 ＡＳ 评分

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 ＝ ０ ８６５（Ｐ ＜ ０ ０１），其对冠心病预测作用的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 ＝ ０ ９（Ｐ ＜ ０ ０１），与
Ｃｒｏｕｓｅ 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 ＝ ０ ８５２（Ｐ ＜ ０ ０１），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 ＝ ０ ８９（Ｐ ＜ ０ ０１）。 结论：颈动脉 Ａｓ
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情况相关，颈动脉超声是筛查冠心病的有力手段。

［关键词］ 　 颈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造影术；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ＡＳ 积分；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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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脑血管疾病是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 之一，而冠心病在心血管疾病中属于常见多发病。
在我国，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作压力的增

加，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早期

及时发现、诊断和治疗冠心病患者无疑对其预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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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较大的帮助，之前有文献报道过冠状动脉发生动

脉粥样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ｓ）与外周动脉血管，尤
其是颈部 Ａｓ 之间的密切关系，两者有着相同的病理

基础和危象因素
［１⁃２］，但颈动脉与冠状动脉的病变

程度之间是否相关尚不清楚，本文运用 ＡＳ、Ｃｒｏｕｓｅ
以及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来评价颈动脉及冠状动脉的狭

窄病变情况，旨在讨论两者病变情况的关系。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在

我医院心内科住院并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且资料

较完整的非冠心病和冠心病患者 ２９６ 例，年龄 ３５
～ ８０ 岁。 以 １９７９ 年 ＷＨＯ 冠心病诊断标准并结

合冠状动脉造影结果［１ 支或 １ 支以上主要冠状动

脉狭窄程度达到Ⅲ级或以上（Ⅲ级病变：管腔面积

缩小 ５１％ ～ ７５％ ）诊断为冠心病］以及患者心电

图的情况为依据进行诊断，其中非冠心病者（管腔

面积缩小不足 ５０％ ）３８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管
腔面积缩小 ＞ ５０％ 、肌钙蛋白、心肌酶谱无明显异

常）１４６ 例，陈旧性心肌梗死患者（既往有心肌梗

死病史，心电图呈现 Ｑ 波）４２ 例，非 ＳＴ 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管腔面积缩小 ＞ ５０％ 、肌钙蛋白、心肌

酶谱均升高及心电图无 ＳＴ 段抬高）２８ 例、ＳＴ 段抬

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管腔面积缩小 ＞ ５０％ 、肌钙蛋

白、心肌酶谱均升高，心电图出现 ＳＴ 段抬高） ４２
例。 所有入选患者均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炎
症感染或肿瘤、血液系统、免疫系统以及严重的全

身其他系统疾病。
２． 方法：入选患者均采用 Ｊｕｄｋｉｎｓ 法行选择性

左、右冠状动脉造影，造影结果由经验丰富的心脏介

入专科医师判定，分别对左冠状动脉主干、前降支、
回旋支以及右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进行评价，冠状动

脉病变性质狭窄程度的评价，根据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系

统对每支血管病变程度，进行定量评定计算总的积

分，并根据本研究所得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的结果将研究

对象分为四组：低度组（１ ～ ２０ 分），中度组（２１ ～ ３１
分），高度组（ ＞ ３１ 分）和对照组（０ 分）。 其中轻度

组 ５１ 例，中度组 ７１ 例，重度组 １３６ 例，对照组 ３８
例。 具体评分方法如下：针对某一病例，首先应确定

其冠状动脉为左优势型或右优势型，需要注意的是，
均衡型的概念在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中是不存在的。 在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中，按照不同的优势型，将血管的不同

节段进行编号，再将心血管依照其供应范围，主要是

以后降支（ＰＤＡ）由何侧血管供应为基准，将每一部

分的血管给予其对应的权值，权值越大，则其在血供

中所占的范围越大，另外还需按照病灶的严重程度

逐步进行计分，每例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最终

积分为各分支积分之和，详细可见计算 ＳＹＮＴＡＸ 积

分网页（ｗｗｗ． ｓｙｎｔａｘｓｃｏｒｅ． ｃｏｍ）。
另外，每例患者均接受颈动脉彩超检查，分别检

测颈总动脉、颈内动脉和颈动脉窦。 并观察动脉内

中膜厚度（ＩＭＴ），有无动脉粥样斑块形成以及通过

光团回声信号的特点判定斑块的性质（硬斑、软斑、
混合斑）。 最后利用所观测到的结果进行评分，本
文运用 ＡＳ 和 Ｃｒｏｕｓ 两种积分方法对颈 Ａｓ 情况进行

评价，具体积分方法如下，ＡＳ 积分：即超声表现正

常，内膜、中膜、外膜三条超声线清晰，至少 ３ｃｍ 完

整无中断，积 ２ 分；内、中膜粗糙且 ＩＭＴ ＞ １ ０ｍｍ，积
４ 分；有斑块，无血流动力学紊乱，ＩＭＴ ＞２ ０ｍｍ，积 ６
分；狭窄性斑块，血管壁增厚回声增强，多普勒显示

血流受阻，积 ８ 分。 Ｃｒｏｕｓ 积分：将 ＩＭＴ ＞ １ ２ｍｍ 定

为斑块形成，不考虑各个斑块的长度，而将各个孤立

性斑块的最大厚度（ｍｍ）相加，得到两侧颈动脉斑

块积分之和，即为其斑块总积分。

表 １　 纳入患者的分组情况（ｘ ± ｓ）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性别比例（男 ／女）
对照组 ３８ ４８ ５ ± １０ １ １３∶ １１
轻度组 ５１ ６０ ４ ± １０ ５ １８∶ ８
中度组 ７１ ６０ ９ ± １１ ４ １７∶ １３
重度组 １３６ ６２ ± １１ ６ ５４∶ １４

　 　 ３． 统计学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

方差分析，各组两两之间差异用 ＳＮＫ 法进行比较；
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分析组间差异。 用相关及回归计算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与 ＡＳ 积分、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的相关性。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冠状动脉不同分组下的颈动脉 Ａｓ 斑块情况：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 ２９６ 例患者中，３８ 例无狭窄，
５１ 例患者为轻度组，７１ 例患者中度组，１３６ 例患者

重度组；颈动脉超声检查，共计有 ９６ 例患者无颈动

脉斑块，２００ 例有斑块形成，其中软斑 ５３ 例，硬斑 ４５
例，混合斑 １０２ 例。 可见，冠心病组颈部硬化斑块比

例大于非冠心病组，并且在冠心病组中冠状动脉病

变的越重其颈部斑块的比例也越大，各组之间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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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冠状动脉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与颈动脉斑块性质的关系［ｎ（％ ）］

组别 例数 无斑块 斑块 软斑 硬斑 混合斑

对照组 ３８ ３２（８４ ２） ６（１５ ８） ２（３３ ３） ３（５０． ０） １（１６ ７）

轻度组 ５１ ２３（４５ １） ２８（５４ ９） ８（２８ ６） １０（３５ ７） １０（３５ ７）

中度组 ７１ １８（２５ ４） ５３（７４ ６） １５（２８ ３） １０（１８ ９） ２８（５２ ８）

重度组 １３６ ２３（１６ ９） １１３（８３ １） ２８（２４ ８） ２２（１９ ５） ６３（５５ ７）

总计 ２９６ ９６（３２． ４） ２００（６７． ６） ５３（１７． ９） ４５（１５． ２） １０２（３４． ５）

　 　 ２． 不同分组下的颈动脉病变情况：冠状动脉

造影检查显示轻度组中，有 １２ 例患者颈动脉彩超

示完整光滑，２８ 例有斑块形成，１２ 例内中膜增厚；
中度组中有 ２ 例颈动脉光滑完整，４４ 例斑块形成，
１４ 例内中膜增厚；而重度组中有 ４ 例颈动脉光滑

完整，１０４ 例斑块形成，２８ 例内中膜增厚。 结果显

示，冠心病组颈动脉 Ａｓ 病变情况，无论是斑块的

形成还是内中膜增厚均严重于非冠心病组，并且

在冠心病组中颈动脉的病变情况的程度会随冠状

动脉病变情况的加重而严重，各组之间比较有显

著差异（Ｐ ＜ ０ ０１，表 ３）。

表 ３　 冠状动脉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与颈动脉病变

性质的关系［ｎ（％ ）］

组别 例数 未见异常 斑块形成 内中膜增厚

对照组 ３８ ２８（７３ ７） ６（１５ ８） ７（１８ ４）
轻度组 ５１ １９（３７ ３） ２８（５４ ９） ３５（６８ ６）
中度组 ７１ １７（２３ ９） ４１（５７ ７） ５２（７３ ２）
重度组 １３６ ２３（１６ ９） ７９（５８ １） ９３（６８ ４）
总计 ２９６ ８７（２９． ４） １５４（５２． ０） １８７（６３． ２）

　 　 ３． 积分情况：冠心病组中，无论是 ＡＳ 积分还是

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均大于非冠心病组，另外反应冠状动脉

病变情况的 ＳＴＹＮＡＸ 积分与反应颈动脉 Ａｓ 病变情

况的 ＡＳ 积分之间有正相关性（ ｒ ＝ ０ ８６５，Ｐ ＜ ０ ０１，
表 ４），与 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之间也有相关性（ ｒ ＝ ０ ８５２，Ｐ
＜ ０ ０１，表 ４）。 所以在纳入的 ２９６ 例患者中，随着

反应冠状动脉病变情况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的增加，相应的

其颈动脉 Ａｓ 程度也上升（图 １）。 ＡＳ 和 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

对冠心病预测的 ＲＯＣ 曲线见图 ２，ＡＳ 积分的最佳切

点为 ６，灵敏度 ０ ８７，特异度 ０ ８４，假阳性率 ０ １６，
假阴性率 ０ １３，预测准确率 ０ ８８，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为 ０ ９（Ｐ ＜ ０ ０１）；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的最佳切点为

２ ８５，灵敏度 ０ ８４，特异度 ０ ９４，假阳性率 ０ ０６，假
阴性率 ０ １６，预测准确率 ０ ８５，曲线下面积（ＡＵＣ）
则为 ０ ８９（Ｐ ＜ ０ ０１）。

讨　 论

冠心病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见、致死率最高的

疾病。 Ａｓ 作为冠心病的始动因素，可以在毫无症状

的情况下持续进展，影响三支动脉及其分支
［４⁃５］，因

此早期评价引起 Ａｓ 进展的程度是预防冠心病事件

发生的重要手段。

表 ４　 冠状动脉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与 ＡＳ、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的关系（ｘ ± ｓ）

组别 ＡＳ 积分 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

对照组 ２ ００ ± １ ００ １ ２０ ± ０ ３０

轻度组 ３ １０ ± １ ０３∗ １ ３８ ± ０ ５６∗

中度组 ５ ０１ ± １ ２８∗ ２ ８３ ± ０ ３２∗

重度组 ７ ００ ± １ ２１∗ ３ ７５ ± ０ ３４∗

注：均与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图 １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与 ＡＳ、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的关系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无疑是评价冠状动脉疾病风险的

最主要的手段，但是它的侵入性和高昂的费用，以及

人们的接受度低，致使其在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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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ＡＳ、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对冠心病预测的 ＲＯＣ 曲线

限性。 近年来，许多研究例如 Ｓａｌｏｎｅｎ 等
［６］，观察到

在冠状动脉、脑血管和颈动脉中，发生 Ａｓ 病变程度

相当，故通过无创性检查预测心脑血管疾病事件发

生的必要性受到高度重视，颈动脉超声检查包括可

以看到颈动脉斑块、颈内中膜厚度，血管的狭窄程度

以及血流动力学情况，这些检查结果结合患者的临

床症状，有助于了解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情

况，预测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
［７⁃８］。 有临床性研

究已经表明，在细胞和分子的机制层面上，导致颈动

脉内中膜增生肥厚的原因同样也是致使 Ａｓ 进一步

的发展
［１０⁃１１］。

本研究表明，随着反应冠状动脉病变情况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的升高，颈动脉中无论是斑块的数

量，质地，还是内中膜厚度都会相应的变严重，而
且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与反应颈动脉 Ａｓ 程度的 ＡＳ 积分

以及 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之间具有相关性，反过来用其来

预测冠心病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另外 ＳＹＮＴＡＸ 积

分是一种精确量化的客观评价指标，可用于评价

冠状动脉具体病变情况以及有一定的预测冠心病

患者预后价值
［１２⁃１３］ ，故简易的颈动脉彩超对病变

进行评分，可以预测冠状动脉变情况以及冠心病

患者的预后。
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超声检查对颈动脉 Ａｓ

检查的敏感性越来越高，其能发现许多颈 Ａｓ 病变

的早期征象，同时可以很好的根据光团回声信号

来鉴别颈动脉斑块的性质和形状等
［１４⁃１５］ 。 在日益

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糖尿病，血脂异常患者的增

多，人们患冠心病的几率逐渐上升，而颈动脉彩超

可以直接的观察以及了解颈动脉的病变情况和性

质，从而可以达到早期了解冠心病严重程度的

作用。
综上所述，观察颈动脉 Ａｓ 病变情况将会是一

个理想的预测冠状动脉 Ａｓ 病变的方法，Ａｓ 积分以

及 Ｃｒｏｕｓｅ 积分越高，患冠心病的患病率可能性就

越大，并且病变情况也会越重。 由于颈部超声检

查对机体无任何伤害，同时能很好的观察到颈部

血管 Ａｓ 病变程度，应该在临床上积极地推广应

用。 但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入选的患者样本量

相对较少，而且人群范围相对局限，结论会有所偏

移，需要更多的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试验来验证

结论。

参考文献

［ １ ］ 　 邢亚楠，田金洲，时晶，等．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血瘀

证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关系探讨． 北京中医药，２００８，２７：
４１３⁃４１６．

［ ２ ］ 　 程洁，吕宝经，郑宏超，等． 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冠状动脉狭窄

程度的关系．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２００４，１２：６５⁃６７．
［ ３ ］ 　 王晓燕，贾永平，吕吉元，等． 动脉僵硬度指数与冠状动脉狭

窄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０，８：
６７１⁃６７３．

［ ４ ］ 　 Ｒａｖｉ ＲＫ， Ｍａｎｉｓｈ Ｂ，Ｒａｈｕｌ Ｍ ，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ｉｎｔｉｍａ⁃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ｃｋ⁃
ｎｅｓ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４， １８：１３⁃２２．

［ ５ ］ 　 王中群，袁伟，杨永宗，等．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位点特异性研

究新进展．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３，１５：４３６⁃４３７．
［ ６ ］ 　 Ｓａｌｏｎｅｎ ＪＴ， Ｓａｌｏｎｅｎ 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 １９９１，１１：１２４５⁃１２４９．

［ ７ ］ 　 王倩倩，李宇，陈忠．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易损性的评价方

法． 心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４， ３３： ６１２⁃６１４．
［ ８ ］ 　 章成国，张虹桥，谢坚，等． 缺血性脑血管病与颈动脉粥样硬

化的关系． 中华神经科杂志，２００６，３９：８３２⁃８３５．
［ ９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ＨＭ，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Ｓ，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ＳＲ，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ａ⁃

ｒｏｔｉｄ ｉｎｔｉｍａ⁃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Ｂｏ⁃
ｇａｌｕｓａ Ｈｅａ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Ｓｔｒｏｋｅ， ２００７，３８：９００⁃９０５．

［１０］ 　 Ｓｉｒｏｕｓ Ｄ， Ｍｅｈｅｒａ 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ｉｎｔｉｍ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Ｃｕｒ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 Ｒｅｐ，２０１４， １５：１⁃６．

［１１］ 　 宋哲，毕齐，李俊玉． 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相关性研究． 心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３， ３２：
４５９⁃４６２．

［１２］ 　 高阅春，玉献鹏，何继强，等．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对冠心病经皮冠

状动脉介入治疗效果的预测． 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１２，５１：３１⁃３３．

（下转第 ６１０ 页）

５０６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第 ３４ 卷第 ８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８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５ ０８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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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内科（郭旭 毕齐 刘悦 王力锋 范

承哲），脑卒中科（博力杨）
通信作者：毕齐，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神经系统疾病。 Ｅ⁃ｍａｉｌ：ｂｉｑｉｄｏｃｔｏｒ＠ １６３． ｃｏｍ

·临床论著·

脑 ＣＴ 灌注成像联合颈动脉高分辨磁共振

成像在颅外段颈动脉狭窄诊断及支架

成形术中的应用

郭 旭　 博力杨　 毕 齐　 刘 悦　 王力锋　 范承哲

　 　 ［摘要］ 　 目的：探讨脑 ＣＴ 灌注成像（ＣＴＰ）联合颈动脉高分辨磁共振成像（ＨＲ⁃ＭＲＩ），在颈动脉狭

窄诊断及支架置入术中的评估价值。 方法：经颈动脉 Ｂ 超证实颅外段颈动脉重度狭窄 ９０ 例患者，行脑

ＣＴＰ 联合颈动脉 ＨＲ⁃ＭＲＩ 检查，对结果分析、评估基础上，选取合适的颈动脉支架置入。 结果：共筛查 ８５
例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为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高危患者，其中 ＣＴＰ 异常 ７５ 例。 最终 ６４ 例颈动脉狭

窄患者存在易损斑块（含纤维帽破裂、斑块内出血），行闭环自膨支架治疗，余 ２１ 例患者行开环自膨支架

置入，术中所有患者使用保护伞装置。 手术成功率 ９７ ６％ ，围手术期内出现 １ 例脑叶出血、１ 例下肢静

脉血栓，未发生缺血性脑血管病。 结论：脑 ＣＴＰ 联合颈动脉 ＨＲ⁃ＭＲＩ 可充分评估颈动脉狭窄程度，并了

解狭窄段管腔斑块成分，为颈动脉支架的选择及降低围手术期风险提供重要指导。
［关键词］ 　 脑灌注成像；磁共振成像；颈动脉狭窄；血管造影术；血管成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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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外段颈动脉狭窄介入术前评估尤为关键，
通过临床症状和脑 ＣＴＰ 可判断患者是否为症状性

颈动脉狭窄，结合颈动脉 ＨＲ⁃ＭＲＩ 可充分了解患者

颈动脉狭窄的部位、直径狭窄程度、狭窄长度、狭
窄段血管外斑块形态及颅内血管代偿情况等，本
研究拟通过脑 ＣＴＡ 和颈 ＨＲ⁃ＭＲＩ 对颅外段颈动脉

狭窄术前评估及支架选择中的价值进行初步

探讨。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临床资料来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间，北京安贞医院神经内科入院 ９０ 例颈动脉

狭窄患者，且院前已行颈动脉超声检查提示一侧或

双侧颅外段颈动脉重度狭窄者。
（１）纳入及排除标准参照 ＳＡＰＰＨＩＲＥ 研究

［１］：
纳入标准：①年龄≥１８ 岁；②单侧或双侧的颈动脉

动脉重度狭窄（≥７０％ ），所有患者均有 １ 次以上的

视网膜缺血发作，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脑梗死发

生，且脑梗死的患者经头 ＣＴ 和 ／或头 ＭＲＩ 检查证实

有相应的责任病灶。 ③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高危的定

义（以下至少存在 １ 项）：ａ． 临床明确患有心脏疾

病，包括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脏负荷试验异常或需心

脏手术者；ｂ． 严重的肺部疾病；ｃ． 对侧颈动脉闭

塞；ｄ． 对侧喉部神经麻痹；ｅ． 既往接受过颈部外科

治疗或放疗；ｆ．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ＣＥＡ）后再狭

窄；ｇ． 年龄 ８０ 岁以上。 ④患者及家属签署神经介

入知情同意书。
（２）排除标准：①４ 周之内新发脑梗死患者；②

凝血机制障碍及患恶性肿瘤；③１ 个月内择期行外

科手术的患者；④颅内肿瘤、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者；
⑤预期寿命低于 １ 年者；⑥体内金属、起搏器等金属

异物，幽闭恐惧等无法行 ＭＲＩ 检查。
经筛选 ８５ 例为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其中男

性 ６１ 例，女性 ２４ 例；年龄 ４７ ～ ８２ 岁，平均（６３ ４ ±
９ ４）岁。 入选患者评分情况如下：共入选 ３２ 例短暂

性脑缺血（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 ＴＩＡ）发作患者，
其中发作性单眼黑矇者 ３ 例，发作性偏瘫者 １２ 例，
发作性构音障碍者 ４ 例，单眼黑曚及偏瘫同时出现

者共 １ 例，偏瘫及构音障碍同时出现者 １２ 例。 ＡＢ⁃
ＣＤ２ 评分

［２］：１ 分者 １ 例，２ 分者 ４ 例，３ 分者 ９ 例，４
分者 １２ 例，５ 分者 ６ 例，６ ～ ７ 分者 ０ 例。

入选 ５３ 例脑梗死患者，梗死病灶分布情况如

下：基底节区梗死灶 ３２ 例，额叶 １２ 例，颞叶 ８ 例，半
卵圆中心 ２６ 例，顶叶 １２ 例。 ５３ 例患者的 ＮＩＨＳＳ 评

分
［３］

为 ０ ～ ４ 分。
２． 检查设备、影像工作站及检查参数：采用扫描

设备采用东芝 ３２０ 排 ＣＴ 和高分辨 ＭＲＩ（３ ０ Ｔｅｓｌａ）
全身 ＭＲＩ 扫描机及颈部专用 ８ 通道表面线圈。

（１）脑 ＣＴＰ 脑灌注参数有 ４ 个，分别为局部脑

血容积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ｒＣＢＶ），局
部脑血流速度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ｒＣＢＦ）、
对比剂平均通过时间（ｍ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ｉｍｅ， ＭＴＴ）、达
峰时间（ｔｉｍｅ ｔｏ ｐｅａｋ， ＴＴＰ）。 每个参数分别在患者

双侧额叶、颞叶及基底节区 ３ 个部位采集相应的数

据
［４］，统计患者 ＣＴＰ 异常情况。 已有学者

［５］
通过以

上四个参数将脑梗死前期进行了 ＣＴＰ 分期：Ｉ１ 期：
ＴＴＰ 延长，其余三个参数正常；Ｉ２ 期：ＴＴＰ、ＭＴＴ 延

长，ｒＣＢＦ 正常或稍下降， ｒＣＢＶ 升高； ＩＩ１ 期： ＴＴＰ、
ＭＴＴ 延长，ｒＣＢＦ 下降，ｒＣＢＶ 正常或稍下降；ＩＩ２ 期：
ＴＴＰ、ＭＴＴ 延长，ｒＣＢＦ、ｒＣＢＶ 下降。

（２）颈动脉 ＨＲ⁃ＭＲＩ 图像分析采用美国华盛顿

大学医学院心血管影像实验室研发的计算机辅助系

统。 心血管系统疾病评估软件。 根据斑块在多序列

图像上不同的信号特点来确定不同成分
［６］。 斑块

分型：依据斑块 ＭＲＩ 分型标准
［７］

对狭窄的颈动脉斑

块进行分型。 即 Ｉ ～ ＩＩ 型为近似于正常形态的管壁

增厚；ＩＩＩ 型为有脂质池形成的偏心斑块；ＩＶ ～ Ｖ 型

为有脂质坏死核心及完整纤维帽的斑块，其内常见

钙化；ＶＩ 型为复杂斑块，其内有出血或纤维帽有缺

损（如溃疡、破裂）；ＶＩＩ 型斑块含有大量钙化； ＶＩＩＩ
型为高度纤维化性斑块。

３． 脑血管造影及诊断方法：使用德国西门子数

字减影造影机，局麻下以改良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 技术穿刺股

动脉成功后，置入动脉鞘，行主动脉弓造影后，分别

选择双侧颈总动脉、无名动脉及左侧锁骨下动脉造

影，并对颈动脉狭窄处选择不同投射角度放大后造

影，以最佳显示血管狭窄的程度及长度。 参照北美

症状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实验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ｔｒｉａｌ， ＮＡＳＣＥＴ）标
准

［８］
对颈动脉狭窄进行分级，重度狭窄率为 ７０％

～ ９９％ 。
４． 介入材料和支架成形术操作方法及术前、术

后处置：对 １６ 例患者颈动脉存在易损斑块（含纤维

帽破裂、斑块内出血），行美国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

生产的 Ｗａｌｌｓｔｅｎｔ 闭环自膨支架治疗。 保护伞选用

美国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生产的 Ｆｉｔｅｒｗｉｒｅ 直径 ４ ５
～ ５ ５ｍｍ 保护伞，根据颈内动脉狭窄远端正常段血

管的直径进行选择。 扩张球囊一般采用美国 Ｂｏｓ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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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生产的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系列球囊，球囊直径 ４
～ ８ ｍｍ，长度分别为 ２０、３０ 和 ４０ ｍｍ，根据狭窄血

管的长度及颈动脉近端正常段血管的直径选择扩张

球囊的直径和长度。 支架主要选用美国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生产的 Ｗａｌｌｓｔｅｎｔ 系列支架，直径 ７ ～
９ｍｍ，长度 ３０ ～ ４０ｍｍ，根据颈总动脉末端正常段直

径选择支架的直径，根据颈内动脉狭窄段远端正常

部位至颈总动脉远端正常部位之间的距离选择支架

长度。 支架成形术操作方法及术前、术后处置与文

献报道
［９⁃１１］

相似。

图 １　 ５８ 岁男性，反复发作性左眼黑曚伴右肢无力史，眼科会诊提示左眼缺血综合征，诊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ＴＩＡ），ＡＢＣＤ２［１２］ ：５ 分；Ａ：ＣＥ⁃ＭＲＡ 提示左侧颈内动脉 Ｃ１ 段狭窄（箭头示）；Ｂ：斑块表面纤维帽完整，但斑块内呈 Ｔ１
低信号，提示斑块内出血（ＶＩ 型斑块），狭窄段长度 ２８ｍｍ；Ｃ： ＤＳＡ 左侧颈内动脉 Ｃ１ 段中度狭窄；Ｄ：ＣＴＰ 中 ｒＣＢＦ 左侧

基底节区均值为 ２９ １ｍＬ·１００ｇ·ｍｉｎ，而右侧基底节区为 ３９ ０ ｍＬ·１００ｇ·ｍｉｎ；Ｅ：ＣＴＰ 中 ｒＣＢＦ 左侧基底节区较右侧降低；
Ｆ：左侧颈内动脉闭环支架（９ｍｍ∗４０ｍｍ）置入术后 ＤＳＡ 示狭窄解除

结　 果

１． 本研究患者的 ＣＴＰ 分期及与 ＴＩＡ、ＣＩ 分布情

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８５ 例症状性颈动脉重度狭窄患者 ＣＴＰ 分期分布情况

分期
ＣＴＰ 参数变化

ｒＣＢＶ ｒＣＢＦ ＴＴＰ ＭＴＴ
ＴＩＡ

脑梗

死∗

ＣＴＰ 各期所

占百分比 ／ ％
正常 — — — — ２ ８ １１ ８
Ｉ１ 期 — — ↑ — １３ １ １６ ５
Ｉ２ 期 ↑ ↑ ↑ ２５ ７ ３７ ６
ＩＩ１ 期 ⁃或稍↓ ↓ ↑ ↑ ２０ ６ ３０ １
ＩＩ２ 期 ↓ ↓ ↑ ↑ ３ ０ ３ ５

注：—：正常，↑：延长或升高；↓下降；※：发病 ２ 周以上的脑梗死

　 　 ２ ８５ 例患者颈动脉斑块分型情况：８５ 例患者中

Ｉ⁃ＩＩ 型 ０ 例，ＩＩＩ 型 ５ 例（５ ９％ ），ＩＶ⁃Ｖ 型 １２ 例（１４ １
％ ），ＶＩ 型 ６４ 例（７５ ３％ ），ＶＩＩ 型 ４ 例（４ ７ ％ ）。 其

中 ６４ 例 ＶＩ 型斑块的患者中 ４４ 例 ＣＴＰ 存在异常。
３． 经皮颈动脉支架置入术：８５ 例患者实施了经

皮颈动脉球囊扩张术及支架置入术，因为斑块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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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例患者行闭环支架置入术，２１ 例患者行开环支架

置入术。 图 １ 为 １ 例患者经头 ＣＴＰ ＋ 颈动脉 ＨＲ⁃
ＭＲＩ 评估后，实施闭环支架置入术。 术中 ３ 例患者

出现一过性心律失常，１ 例患者心率减慢至 ３８ 次 ／
分钟，处理参照彭应龙等的研究

［１３］，经阿托品静脉

推注并嘱患者反复咳嗽，患者心率恢复。 １ 例 ８０ 岁

女性行左侧颈动脉支架术后第二天发生脑出血（左
侧顶叶），出血量约 ２０ｍＬ，术后血压控制在 １００ ～
１４０ ／ ７０ ～ ９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术后停用

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患者 １４ 天后复查脑出血吸

收，予出院。 考虑患者脑叶出血，存在淀粉样变性可

能，另外术后应用双重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出现抗凝

剂相关性脑出血的可能。 另有 １ 例患者术后应用

８Ｆ ａｎｇｉｏｓｅａｌ 闭合器缝合右侧股总动脉，术后 ２ 天出

现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持续抗凝治疗 ２ 周后，复
查下肢深静脉超声：右下肢深静脉通畅，出院康复。
余患者围手术期临床症状及 ＥＣＧ、头 ＣＴ 等复查，未
出现心脏并发症、ＴＩＡ、脑梗死等并发症。 手术成功

率 ９７ ６％ ，所有患者术后残余狭窄控制在 ３０％
以下。

讨　 论

目前头 ＣＴＰ 联合颈动脉 ＨＲ⁃ＭＲＩ 对颈动脉支

架成形术的支架选择及围手术期风险评估报道较

少，毕涛等应用 ３２０ 排 ＣＴ 头颈联合扫描评价颈动

脉血运重建前后的脑血流动力学改变
［１４］，周建军

等
［１５］

应用颈动脉 ＨＲ⁃ＭＲＩ 评估斑块性质。 我们通

过脑 ＣＴＰ 联合颈 ＨＲ⁃ＭＲＩ 检查评估颈动脉狭窄患

者狭窄程度及斑块性质，为 ＣＥＡ 高危颈动脉狭窄患

者的筛选、颈动脉支架成形术中支架选择及减少围

手术期并发症提供参考。
术前对于颈动脉狭窄高危患者的筛选，我们参

考 ＳＡＰＰＨＩＲＥ 研究对此类患者的定义，我们的研究

显示，本组患者中冠心病需要冠状动脉支架成形术

者 ３３ 例（其中冠状动脉 ３ 支病变 ６ 例），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 ２０ 例，不耐受全麻 １１ 例，颈动脉狭窄对侧喉

返神经麻痹 ４ 例，麻醉药物过敏 ２ 例，８０ 岁以上 ４
例，既往颈部放疗、外科手术 ５ 例，ＣＥＡ 术后再狭窄

２ 例，家属拒绝 ＣＥＡ 要求经皮颈动脉支架成形术

（ＣＡＳ）者 ４ 例。 另外我们认定颈动脉狭窄位置高而

不适于 ＣＥＡ 手术也应认定为 ＣＥＡ 高危，本组研究

包括 ４ 例。 在本组中冠心病高危患者较多，与我院

为心内、外重点科室有关，接诊的颈动脉狭窄的患者

合并冠心病不乏少数，很多冠心病合并颈动脉狭窄

的患者，为冠状动脉支架及颈动脉支架手术的高危

人群，任何一种介入治疗，可能都会引起相对应的并

发症，如行冠状动脉支架手术，高危的颈动脉狭窄患

者可出现脑梗死的并发症，颈动脉支架手术可诱发

冠心病患者出现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风险。 既往

很少有研究同时开展颈动脉联合冠状动脉支架手术

的研究，文献报道了颈动脉支架成形术与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同台进行的研究，显示出同时手术可减

少并发症及手术风险
［１６］。 我们的研究中有 ２ 例患

者同时开展了冠状动脉支架成形术及颈动脉支架成

形术，术后由神经内科及心内科医师同时监护患者

病情变化，未出现心、脑相关并发症。 这将为开展同

期进行冠状动脉支架术及颈动脉支架成形术提供了

前期研究基础。
脑 ＣＴＰ 在颈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术前筛选、预

防并发症中有重要意义
［１７］，脑 ＣＴＰ 可准确筛选出

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如 ＣＴＰ 异常，灌注减低的

患者结合临床出现 ＴＩＡ 或既往脑梗死，可定义为症

状性颈动脉狭窄，是实施介入手术的严格适应证。
国内学者

［５］
提出了 ＴＴＰ 是灌注下降最敏感的指标，

脑梗死前期根据 ｒＣＢＦ 和 ｒＣＢＶ 的关系可判断脑组

织低灌注所引起微循环障碍的程度。 这为症状性颈

动脉狭窄患者的介入手术提供了充分的术前评估。
本组研究的患者 １０ 例 ＣＴＰ 正常范围，２ 例 ＴＩＡ 的患

者发病距入院时为 ６ 周以上，８ 例脑梗死的患者仅 ２
例为 ４ ～ ６ 周，余 ８ 例患者发病皆 ６ 周以上，因而上

述患者的 ＣＴＰ 正常考虑与发病时间有关。 ＣＴＰ Ｉ２
期 和 ＩＩ１ 期 的 患 者 共 ５８ 例 （ ６８ ２％ ）， ４５ 例

（５２ ９％ ）患者为既往出现 ＴＩＡ，其中 ２８ 例（６２ ２％ ）
在 ２ ～ ４ 周内出现了 ＴＩＡ，３０ 例（６６ ７％ ）患者出现 ２
次及 ２ 次以上的 ＴＩＡ。 而早期脑梗死 ＣＴＰ 研究

［１８］

中 ＣＴＰ Ｉ２ 期和 ＩＩ１ 期的患者比例更高， 可达

９５ ８％ 。 可见 ＴＩＡ 的患者与 ＣＴＰ 下降密切相关，且
为症状性颈动脉狭窄介入治疗的适应证。

国内学者
［１９］

提出增强磁共振造影（ＣＥ⁃ＭＲＡ）
可评估主动脉弓形态，显示全程颈动脉，显示多发性

狭窄，但难以显示斑块溃疡。 ＨＲ⁃ＭＲＩ 正能很好地

分析斑块性质，由于 ＶＩ 型斑块不稳定性，我们行颈

动脉狭窄介入手术时常规应用远端保护装置，另使

用闭环支架，防止开环支架刺破不稳定斑块导致斑

块破裂、脑栓塞的风险
［２０］。 本组研究 ８５ 例患者中

ＶＩ 型 ６４ 例（７５ ３％ ），６４ 例患者介入治疗时，均行

Ｆｉｌｔｅｒｗｉｒｅ 远端保护装置置入颈动脉 Ｃ２ 段以远，进
行球囊扩张，并行自膨式闭环颈动脉支架，随后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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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装置，围手术期无一例患者出现动脉栓塞事件，
考虑与 ＶＩ 型斑块应用闭环支架更具有优势。

本研究不足之处有：①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须
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验证；②缺乏长期随访；
③术前进行脑 ＣＴＰ 及颈 ＨＲ⁃ＭＲＩ 可能会增加患者

负担；④碘剂过敏及肾衰竭患者无法完成检查评估。
综上，开展脑 ＣＴＰ 联合颈 ＨＲ⁃ＭＲＩ 检查评估颈

动脉狭窄患者狭窄程度及斑块性质，合理选择支架

类型，可降低颈动脉狭窄患者支架成形术围手术期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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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高龄患者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围术期多因素分析

张仁腾　 姜 辉　 王辉山　 杨忠路　 高 昊　 唐传乙

　 　 ［摘要］ 　 目的：分析制约高龄患者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恢复的围术期危险因素。 方

法： 回顾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高龄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患者 ５３ 例，年龄 ７５ ～ ８６
岁，均以左侧乳内动脉吻合左前降支；大隐静脉吻合其它分枝。 所有患者均未使用序贯吻合。 并行非体

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手术在全麻下施行，所有患者均采用胸骨正中切口径路入胸，直视下获

取左侧乳内动脉、大隐静脉。 分析影响上述患者术后住院时间的危险因素。 结果：心房颤动、胃肠功能

紊乱、心血管意外、肾功能不全、再次机械辅助通气及脑血管意外为高龄患者术后主要并发症，以前二者

最为常见。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心功能Ⅲ⁃Ⅳ级、明显颈内动脉狭窄、慢性肾功不全、糖尿

病及术中缩血管活性药物用量等，术前及术中因素为影响术后住院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在术后并发症

中，除肾功能不全，其余并发症为影响术后住院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术前多种合并症影响患者

术后住院时间；术中过量血管活性药物应用提示心脏耐受力不佳，并影响术后住院时间。 术后并发症，
以心房颤动、胃肠功能紊乱最为常见且明显延长术后住院时间；再次机械辅助通气、脑血管意外、心血管

意外发生率不高，但明显影响术后住院时间。
［关键词］ 　 高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围术期；冠心病；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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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 ｈｉｇｈ， ｂ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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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ｏ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外科手术创伤对于高龄患者是严峻考验。 回顾

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连续行非体外循

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的 ５３ 例患者，影响高龄患者术

后恢复的危险因素。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沈阳

军区总医院心外科连续对 ５３ 例患者年龄 ７５ ～ ８６ 岁

行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 心脏主要病

变均为 ３ 支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伴左主干狭窄，均
为首次开胸，均为限期手术。 血管桥采用左乳内动

脉、大隐静脉。
２． 方法：（１）手术方法：手术在全身麻醉下施

行，所有患者均采用胸骨正中切口径路入胸，直视下

获取左侧乳内动脉、大隐静脉，两组左乳内动脉使用

率均为 １００％ ，均以左侧乳内动脉吻合左前降支；大
隐静脉吻合其他分支。 靶血管吻合时，以 Ｏｃｔｏｐｕｓ
Ⅳ 固定器作为靶血管手术局部固定装置。 手术过

程中以容量补给、调节体位、心血管活性药物应用

（常用硝酸异山梨酯、去甲肾上腺素、艾司洛尔等）、
调节麻醉深度等方式保持循环状况稳定，如循环状

况难以维持稳定，术中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ＩＡＢＰ）辅助。 所有患者均未使用序贯吻合。 患者

术前及术中主要临床资料见表 １。
（２）术后处理：所有患者自手术室返回监护室

后给予持续心电监护，持续机械辅助通气。 术后患

者较长时间（ ＞ ２４ 小时）及中等以上剂量应用多巴

胺或去甲肾上腺素，或需行 ＩＡＢＰ 辅助，考虑与心功

能不佳有关。
（３）观察指标和方法：观察患者围术期临床数

据及术后主要并发症，分析上述指标对患者术后住

院时间的影响。
３． 统计学分析：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率）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 ｔ 检验。 围术

期指标对术后住院时间的影响，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单因素分析显示，多种围术期指标明显影响

术后住院时间，术前指标，如性别、心肌梗死、左心室

射血分数、心功能分级、糖尿病史、严重外周血管狭

　 　 　表 １　 ５３ 例患者术前及术中的一般临床资料［ｘ ± ｓ，ｎ（％ ）］

项目 数值
术后住院

时间 ／天
Ｐ 值

性别 男性 ３３（６２ ３） １１ ０　 ０ ０２
女性 ２０（３７ ７） １５ ４

左主干狭窄 ≥５０％ １５（２８ ３） １２ ３ ０ ７８
＜ ５０％ ３８（７１ ７） １２ ０

心肌梗死 有 １８（３４ ０） １４ ３ ０ ０４
无 ３５（６６ ０） １１ ０

左心室射血分数 ０ ４０ ～ ０ ５０ １１（２０ ８） １６ ０ ０ ０２
＞ ０ ５０ ４２（７９ ２） １１ ２

心功能分级 Ⅰ⁃Ⅱ ３４（６４ ２） １０ ０ ＜ ０ ０１
Ⅲ⁃Ⅳ １９（３５ ８） １５ ５ ± ７． ７

陈旧性脑梗死 有 １５（２８ ３） １３ ０ ０ ２４
无 ３８（７１ ７） １２ ３

陈旧性肺病 有 ２２（４１ ５） １２ ４ ０ ４５
无 ３１（５８ ５） １２ ０

高血压病史 有 ２８（５２ ８） １２ ８ ０ ７４
无 ２５（４７ ２） １２ ４

糖尿病史 有 １５（２８ ３） １４ ７ ± ７． ３ ０ ０２
无 ３８（７１ ７） １１ ０

颈内动脉狭窄 双侧 ＞ ７０％ ７（１３ ２） １５ ９ ＜ ０ ０１
单侧 ＜ ７０％ ４６（８６ ８） １１ ７ ± ５． ３

慢肾功不全 有 ５（９ ４） １５ ４ ± ７． ４ ＜ ０ ０１
无 ４８（９０ ６） １０ ４

手术时间 ／小时 ＞ ３ ５ ３８（７１ ７） １２ ５ ０ ８１
＜ ３ ５ １５（２８ ３） １２ ２

桥血管数 ≥３ ３４（６４ ２） １２ ４ ０． ８２
≤２ １９（３５ ８） １２ ２

靶血管平均吻合

时间 ／分钟

＞ ９ １７（３２ １） １４ ８ ± ７． １ ＜ ０ ０１
＜ ９ ３６（６７ ９） １１ ０

术中去甲肾上腺

素用量 ／ ｍｇ
＞ ０ ３０ １０（１８ ９） １５ ８ ± ７． ６ ＜ ０ ０１
＜ ０ ３０ ４３（８１ １） １１ ３

表 ２　 患者术后主要并发症及其对术后住院时间

影响的单因素分析［ｘ ± ｓ，ｎ（％ ）］

术后并发症 数值
术后住院

时间 ／天
Ｐ 值

再次机械辅助通气 有 ４（７ ５） １７ ５ ＜ ０ ０１
无 ４９（９２ ５） １１ ４

心房颤动 有 １６（３０ ２） １５ ６ ＜ ０ ０１
无 ３７（６９ ８） １０ ８ ± ５ ２

胃肠功能紊乱 有 ９（１６ ９） １６ ０ ＜ ０ ０１
无 ４４（１６ ９） １１ ３

肾功能不全 有 ５（９ ４） １４ ５ ± ５ ８ ０ ０４
无 ４８（９０ ６） １２ ０ ± ５ ４

脑梗死或脑出血 有 ２（３ ８） １７ ４ ± ５ １ ＜ ０ ０１
无 ５１（９６ ２） １２ ０ ± ５ ４

心血管意外 有 ７（１３ ２） １７ ５ ± ６ ８ ＜ ０ ０１
无 ４６（８６ ８） １１ ４ ± ５ ７

注：再次机械辅助通气包括：再次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或无创通气；
心血管意外包括：新发心肌缺血或心肌梗死、新发室性心律失常及

心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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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及慢性肾功能不全等；术中的因素，如靶血管吻合

时间及去甲肾上腺素用量；术后并发症，如再次机械

辅助通气、心房颤动、胃肠功能紊乱、肾功能不全、脑
梗死或脑出血、心血管意外，见表 １ ～ ２。

２．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心功能

Ⅲ⁃Ⅳ级、明显颈内动脉狭窄、术前慢性肾功不全、糖
尿病及术中缩血管活性药物用量等术前及术中因

素，为影响术后住院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再次机械

辅助通气、心房颤动、胃肠功能紊乱、脑梗死或脑出

血、心血管意外等术后并发症为影响术后住院时间

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３ ～ ４。

表 ３　 术前及术中主要指标对术后住院时间影响的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ＲＲ（９５％ ＣＩ） Ｐ 值

女性 １ ２５（１ ０２ ～ １ ５７） ０ ０３
左心室射血分数 ０ ４ ～ ０ ５０ １ １６（０ ５６ ～ １ ５４） ０ ２９
心肌梗死病史 １ １３（０ ５３ ～ １ ５９） ０ ３７
心功能Ⅲ ～ Ⅳ级 ２ １７（１ ６７ ～ ３ ０４） ＜ ０ ０１
糖尿病史 １ ５０（１ ２０ ～ ２ ０５） ＜ ０ ０１
双侧颈内动脉狭窄 ＞ ７０％ １ ５４（１ ２１ ～ ２ １６） ＜ ０ ０１
慢性肾功不全 １ ４８（１ ２３ ～ ２ ０９） ＜ ０ ０１
靶血管平均吻合时间 ＞ ９ 分钟 １ ０９（０ ５４ ～ １ ５９） ０ ３９
术中去甲肾上腺素用量 ＞ ０ ３０ｍｇ １ ３８（１ １７ ～ ２ １５） ＜ ０ ０１

表 ４　 术后主要并发症对术后住院时间影响的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ＲＲ（９５％ ＣＩ） Ｐ 值

＃再次机械辅助通气 ２ １８（１ ６０ ～ ３ １５） ＜ ０ ０１
＃心房颤动 ２ １９（１ ３５ ～ ３ ０４） ＜ ０ ０１
＃胃肠功能紊乱 １ ７０（１ ２３ ～ ２ ４４） ＜ ０ ０１
∗肾功能不全 １ １４（０ ４７ ～ １ ７５） ０ ３６
＃脑梗或脑出血 １ ６１（１ ３０ ～ ２ １５） ＜ ０ ０１
＃心血管意外 １ ７８（１ ４０ ～ ２ ３５） ＜ ０ ０１

注：＃控制因素为其他 ５ 项术后并发症；∗控制因素为术前慢性肾功

能不全，及其他 ５ 项术后并发症

讨　 论

本研究拟分析影响高龄患者术后恢复的危险因

素，因该组患者围术期病死率不高，故以术后住院时

间作为术后转归的标准。
许多研究指出女性是增加常规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后病死率和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１］。 本研究显

示，对于高龄患者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女
性是延长术后住院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与高

龄女性耐受力相对不佳及可能合并更复杂心脏及其

他脏器病变有关。
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显示，心肌梗死、左心室射

血分数、心功能分级均能明显影响预后转归，这与许

多文献研究一致
［ ２⁃３］。 但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显示仅心功能Ⅲ⁃Ⅳ级是影响高龄患者术后住院时

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这与本研究中患者特点有关，
本研究中高龄患者，均在急性心肌梗死相对稳定后

进行手术，且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均在 ４０％ 以上。
这说明，渐趋稳定的心肌梗死及稍低于正常的射血

分数并不明显影响围术期效果，而术前的心功能状

态可能明显影响预后转归。
本研究显示，明显颈内动脉狭窄、术前慢性肾功

不全
［４］、糖尿病等

［５］
合并症是影响高龄患者术后住

院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这些合并症反映了高龄患

者合并严重的全身血管粥样硬化、多脏器功能不全，
及较差的耐受力。

与常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不同， 非体外循

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靶血管吻合过程对心脏刺激及

循环干扰明显
［６］。 靶血管吻合时，心脏压迫易导致

低心排出量综合征（低心排）及低血压，为维持足够

的血压以保证心脑等重要脏器供血，需要体位、容
量、缺血预适应或加用缩血管活性药物等调整

［７⁃９］。
其中，缩血管活性药物是双刃剑，过量缩血管活性药

物提示心脏对刺激耐受力差，同时不可避免干扰循

环稳定。 本研究显示较大的缩血管药物用量是术后

住院时间的独立风险元素，预示术后住院时间延长。
本研究显示心房颤动是高龄患者术后最常见的

并发症
［１０⁃１１］，且高龄患者术后心房颤动的调整时间

长。 这反映了高龄患者心脏对手术创伤及炎症反应

的耐受力差
［１２］。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心房

颤动 是 导 致 术 后 住 院 时 间 延 长 的 独 立 危 险

因素
［１３⁃１４］。
胃肠功能紊乱是高龄患者术后另一个较为突出

的问题
［１５］。 胃肠功能紊乱以腹胀、便秘和纳差常

见。 反映高龄患者消化系统对创伤刺激、循环低灌

注以及缩血管药物较差的耐受力。 胃肠功能紊乱明

显影响患者营养摄入，易造成患者体质衰弱、长期卧

床。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胃肠功能紊乱是

导致高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的独立危险因素。
对于许多高龄患者，术后近期胃肠功能的调节及营

养支持必不可少。
虽然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再次机械辅

助通气、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均为延长高龄患者

术后住院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但较之常规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手术，上述并发症的发生率不高
［６，１６，１７］。

这体现了非体外循环方式某些优越性，该方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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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体外循环非生理血流及炎症反应对全身重要脏器

的损害
［１８⁃２１］，减少了心肺缺血再灌注损伤及升主动

脉壁损伤，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术后心脑血管意

外
［２２］、肺损伤及病死率。
高龄患者术后肾功能不全主要表现为术后肌酐

短期升高，尿量大多未受明显影响。 该并发症除与

患者肾脏耐受力降低有关外，亦于术中低心排、缩血

管药物应用、心肺功能不全及摄入不足等有关
［２３］。

与术前慢性肾功能不全不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显示术后新发肾功能不全并非影响术后住院时间

的独立危险因素。 术前积极控制合并症、术中尽量

保持血流动力学稳定、术后积极治疗并发症、保证充

分的容量补给，绝大部分患者肾功能短期内可恢复，
无需肾脏替代治疗。

总体来看，高龄患者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有相对独特的临床表现，围术期应采取更为

慎重的预防和应对策略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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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ｐａ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ｃｋｒｏｆｔ⁃Ｇａｕｌ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２００５，７９：２０２４⁃２０３１．

［２４］ 　 于坤，周玉娇，高国栋，等． ８０ 岁以上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

临床观察．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４，５： ７０６⁃７０９．

（２０１４⁃１０⁃０７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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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内窥镜获取大隐静脉技术在非体外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的临床应用

郑居兵　 董 然　 刘韬帅　 李 扬　 赵 洋　 张 魁　 刘 锐　 许 斌

　 　 ［摘要］ 　 目的：总结内窥镜获取大隐静脉技术（ＥＶＨ）在非体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ＣＡＢＧ）的
应用以及早中期结果。 方法：回顾分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间，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 １１ 病区

７３ 例采用内窥镜获取大隐静脉技术的 ＣＡＢＧ 术早期、中期结果。 结果：下肢切口为（４ ０ ± ２ ０）ｃｍ；大隐

静脉取材长度（３２ １ ± ６ ８）ｃｍ，获取时间为（５０ ０ ± １２ ９）分钟。 静脉壁损伤需要 ７⁃０Ｐｒｏｌｅｎｅ 线修补的漏

口数平均为 １ ３ 个。 １ 例术中转为开放获取大隐静脉，所有患者术后无下肢切口感染。 围手术期无心肌

梗死、脑卒中以及死亡事件发生。 随访 ６５ 例，随访时间 １ ～ ３４ 个月。 冠状动脉 ＣＴＡ 显示大隐静脉总体

通畅率为 ８６ ０％ 。 结论：内窥镜获取大隐静脉技术可能带来良好的早期和中期效果。
［关键词］ 　 冠心病；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内窥镜采集大隐静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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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ｖｅ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ＥＶＨ）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７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ｌｌ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 ｕｓｅｄ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ｖｅ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ｗａｓ（４ ０ ± ２ ０） ｃｍ；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ｖｅｉｎ ｗａｓ（３２ １ ± ６ ８） ｃｍ；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ｗａｓ（５０ ０ ± １２ ９）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 ｂｙ ７⁃０ ｐｒｏｌｅｎｅ ｗａｓ （１ ３ ± １ １）；１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ｏ ｏｐｅｎ ｖｅ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ＯＶＨ）．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ｌｅ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 ｓｔｒｏｋｅ， ｎｏ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 ３０⁃ｄａｙ ｄｅａｔｈ． ６５ ｃａｓ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ｗａｓ １⁃３４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ｐｈｅｎｏｕｓ ｖｅｉｎ ｇｒａｆｔｓ ｗａｓ ８６ ０％ ． 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ｖｅ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ｖｅ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当前，大隐静脉仍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ｏｒ⁃
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ＣＡＢＧ）最常用的移植血

管之一。 传统的大隐静脉获取方法是全程切开下肢

皮肤进行获取。 术后常常出现下肢切口疼痛、肿胀，
甚至感染等严重并发症。 这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术后恢复。 近年来，国内不少单位已经开展在

ＣＡＢＧ 中采用内窥镜获取大隐静脉，术后下肢切口

疼痛、肿胀明显减轻，获得了满意的短期效果。 但

是，关于这类患者的术后中期随访的文献甚少。 为

此，本文报道一组内窥镜获取大隐静脉技术（ＥＶＨ）
患者术后早、中期结果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临床资料：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以北京安贞医院心外科 １１ 病区其中一组病例作为

研究资料，单纯行非体外（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ＡＢＧ ９４７ 例，
其中采用 ＥＶＨ 技术完成的 ＣＡＢＧ ７３ 例（Ｍａｑｕｅｔ Ｖａ⁃
ｓｏｖｉｅｗ 内窥镜采集系统），所有 ＥＶＨ 操作全部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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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唯一一位外科医生完成。 患者男性 ４７ 例，女性

２６ 例，平均年龄（６３ ６ ± ７ ９）岁，其中高血压 ５２ 例，
高脂血症 ７ 例，糖尿病 ２７ 例，陈旧性脑梗死 ８ 例，慢
性阻塞性肺病（ＣＯＰＤ） ３ 例，全组均无大隐静脉曲

张、硬化、明显变异等情况。
２． 手术方法：患者采用全麻气管插管，吸入复合

麻醉，肝素化（１ｍｇ ／ ｋｇ）后膝上或膝下斜行切口（２ ～
３ｃｍ），采用 ＶａｓｏＶｉｅｗ ＨｅｍｏＰｒｏ（Ｍａｑｕｅｔ 公司）静脉

采集系统进行采集， ＣＯ２ 压力设定为 １５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 气流量 ３ ～ ５Ｌ ／分钟，电凝电

压 ２ ５Ｖ，先游离大隐静脉再电刀截掉其分支，获取

大静脉后皮下缝合小切口。 然后在进行标准的非体

外 ＣＡＢＧ。
３． 随访：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对所有 ＥＶＨ 组患者其中

的 ６５ 例成功进行了随访，随访项目包括全因死亡、
心绞痛缓解情况、静脉桥血管通畅率、再次血管化率

以及下肢切口并发症情况。
４． 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进行卡方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早期结果：６０ 例采用乳内动脉 ＋ 大隐静脉作

为旁路移植物；另外 １３ 例采用全静脉作为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物，总旁路根数 ２０５，平均 ２ ８。 患者均为

内窥镜下采集大隐静脉，均为单侧采集静脉，７０ 例

取自大腿大隐静脉，３ 例取自小腿大隐静脉。 下肢

切口长度为 （４ ０ ± ２ ０） ｃｍ；大隐静脉取材长度

（３２ １ ± ６ ８） ｃｍ，获取时间为（５０ ０ ± １２ ９）分钟。
静脉壁损伤需要 ７⁃０Ｐｒｏｌｅｎｅ 线修补的漏口数为平均

１ ３ 个。 １ 例患者术中转为传统开放获取大隐静脉，
术后无下肢切口感染，术后腿部伤口疼痛水肿轻微。
围手术期无心肌梗死、脑卒中以及死亡事件发生。

２． 中期结果：随访 ６５ 例，随访时间 １ ～ ３４ 个月。
平均 １５ ５ 个月。 随访期间无死亡。 术后心绞痛明

显缓解 ６１ 例；缓解不明显 ４ 例；无再次血管化。 术

后 ２５ 例患者行冠状动脉 ＣＴＡ 检查，大隐静脉总体

通畅率为 ８６ ０％ ，早期（前 ４０ 例）静脉通畅率低于

晚期（后 ３２ 例）静脉通畅率（８０ ０％ ｖｓ． ９０ ０％；Ｐ ＞
０ ０５）。 全部患者下肢切口无任何不适或并发症。

讨　 论

国外学者 Ａｌｌｅｎ 和其同事 Ｓｈａａｒ［１］早在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报道了 ３０ 例 ＣＡＢＧ 术中应用了 ＥＶＨ 技术。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ＣＡＢＧ 术中应用 ＥＶＨ 技术例数全

球已经超过 ２０ 万
［２］。 国内不少单位也有一些经

验，，一般是获取大隐静脉大腿段， 也有报道采集使

用大隐静脉小腿段
［３］。 大量文献显示，ＥＶＨ 比较

ＯＶＨ 能明显减轻术后下肢疼痛、水肿，降低感染以

及其他下肢并发症。
与 ＯＶＨ 相比，ＥＶＨ 存在一定的学习曲线，从已

经习惯的 ＯＶＨ 过渡到 ＥＶＨ，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学
习。 文献报道学习曲线在 ５０ 例左右。 本组 ＥＶＨ 早

期（前 ４０ 例）与晚期（后 ３２ 例）手术时间长与后者

（中位数 ６０ 分钟 ｖｓ． ４０ 分钟）；静脉需要 ７⁃０ｐｒｏｌｅｎｅ
修补的损失数量前者大于后者（２ ｖｓ． ０）； 随诊结果

显示静脉桥术后闭塞率早期高于晚期 （ ２０％
ｖｓ． １０％ ）。

关于 ＥＶＨ 是否影响术后静脉桥的通畅率或功

能，目前存在争议。 在 ２００９ 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的一篇文章称 ＥＶＨ 在术后静脉桥失功能率方

面高于 ＯＶＨ（４６ ７％ ｖｓ． ３８ ０％ ， Ｐ ＜ ０ ００１） ［４］。
相应的心肌梗死、死亡、再血管化方面也高于后者。
虽然此研究是非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但是样本量较

大，仍然引发了很多人的对 ＥＶＨ 的质疑。 在此之前

发表的绝大多数研究报道称
［５⁃６］，ＥＶＨ 在减轻患者

术后下肢疼痛、水肿的同时，并不降低静脉桥的通畅

率。 最新的荟萃分析显示
［７］，所有的数据（共 ６ ５０４

根静脉桥），包括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和非随机对照

研究，ＥＶＨ 失功能率高于 ＯＶＨ（２６ ９％ ｖｓ． ２０ ３％ ，
Ｐ ＜ ０ ０００１）。 然而，在排除非随机对照研究后，仅
就随机对照研究的资料（共 ３９５ 根静脉桥）显示，
ＥＶＨ 失功能率与 ＯＶＨ 相当

［８］ （２９ ３％ ｖｓ． ２８ ４％ ，
Ｐ ＝ ０ ７２）。 从论证力度上讲，无疑是随机对照临床

研究可信度高，但目前随机对照研究样本不太多，而
非随机对照研究样本量比较大，因此当前判断 ＥＶＨ
是否影响术后静脉桥的功能或通畅率，缺乏进一步

证据。
总之，ＥＶＨ 因其良好的微创表现，可能是未来

心脏外科发展趋势之一，２０１４ 年欧洲指南对其推荐

应用级别已达Ⅱａ 级别。 ＥＶＨ 是否影响术后静脉桥

的通畅率或质量，需要更多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来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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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急性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主动脉夹层伴意识障碍

８例临床分析

张天龙　 訾 杰　 申芳芳　 杨培育　 李玲玲　 吴建维

　 　 ［摘要］ 　 目的： 探讨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主动脉夹层合并意识障碍的治疗及预后。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８ 例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主动脉夹层合并意识障碍患者的发病原因及临床表现、治疗及预后。 结果：本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意识障碍发病率达 ３４ ８％ ，意识障碍水平重且多伴严重高血压及多器官受损。 结论：
意识障碍与弓上血管血流动力学改变有关，通过积极的治疗意识障碍水平多能恢复，并为进一步治疗做

准备。
［关键词］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主动脉夹层；意识障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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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Ａ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ｗａｓ ３４ ８％ ，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ｈｉｇｈ ｃｒａｎｉａｌ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ｒｇａ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ｏｎ ｂ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主动脉夹层（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Ｄ）是严重的大

血管疾病，年发病率为 ６ ／ １０ 万
［１］，且男性多于女

性。 根据其破口位置，起源于升主动脉及主动脉近

端的为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起源于降主动脉及主动

脉远端的为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 ＡＤ［２］。 ＡＤ 临床表现多

样，典型的 ＡＤ 表现为胸背部疼痛及高血压，当累及

弓上血管、严重高血压及脑灌注减少时可出现神经

系统症状，尤以意识障碍最为常见。 我院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共收治急性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
２３ 例，其中出现急性意识障碍的患者 ８ 例。 现将此

８ 例进行临床分析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本组患者 ８ 例，均行主动脉 ＣＴＡ
明确诊断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 其中男性 ６ 例，女性 ２
例，年龄 ３ ～ ７６ 岁，平均（５０ ８ ± １１ １）岁。 均为急

性期入院，其中合并高血压 ７ 例，占 ８７ ５％ ，马方综

合征 ２ 例，占 ２５％ ，合并糖尿病 １ 例，占 １２ ５％ 。
２． 临床表现：所有患者均有胸背部疼痛表现，同

时伴有意识障碍症状。 ＣＴＡ 均示有不同程度弓上

血管受累，具体分布为：累及左锁骨下动脉 ８ 例，左
颈总动脉 ５ 例，右侧头臂干动脉 ４ 例。 其中单支血

管受累 １ 例（图 １），双支血管受累 ５ 例（图 ２Ａ ～ Ｅ），
３ 支血管均受累 ２ 例（图 ３Ａ ～ Ｂ）。 合并器官损害情

况：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４ 例，心包积液 ４ 例，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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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ＣＴＡ 单支血管病变图像　 图 ２　 Ａ ～ Ｅ ＣＴＡ 双支血管病变图像

不全 ４ 例，肝功能受损 ３ 例，肢体感觉活动障碍 ２
例，肠道缺血 １ 例，平均每人累及 ２ ３ 个器官。 ３ 例

行急诊头颅 ＣＴ 检查未见明显梗塞灶。
３． 治疗与预后：本组 ８ 例均采取内科保守治疗，

除 １ 例心包填塞低血压外，余 ７ 例患者入院血压均

在 １５０ ～ ２５０ ／ ８０ ～ １２０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心率 ６５ ～ １４０ 次 ／分钟，给予硝普钠或乌拉地尔降压

基础上，联用钙离子拮抗剂、ＡＣＥＩ、ＡＲＢ、利尿剂、α
受体阻滞剂、β 受体阻滞剂及硝酸酯类等降压药物，
平均使用 ４ ５ 种，控制目标血压于 １００ ～ １２０ ／ ７０ ～
８０ｍｍＨｇ，心率为 ６０ ～ ７０ 次 ／分钟。 针对患者意识障

碍状态均给予改善脑代谢治疗，轻症者同时给予奥

氮平、佐匹克隆或劳拉西泮等口服，重者给予丙泊

酚、咪达唑仑等充分镇静治疗。 并且每日早晨留出

用药空白期以对患者意识状态行重症监护谵妄筛查

检查表（ ＩＣＤＳＣ）评分，若分值≥４ 分则继续镇静治

疗，若分值 ＜ ４ 分则逐步停用镇静药物。 同时积极

改善其他器官缺血症状治疗、补充电解质，其中 ２ 例

因急性肾功能不全行 ＣＲＲＴ 治疗，后肾功能逐步

恢复。

图 ３　 Ａ ～ Ｂ ＣＴＡ ３ 支血管病变图像

结　 果

１． 本组中 ６ 例患者意识恢复，最短时间 １ 天，最
长时间 １８ 天，平均 ６ ０ 天。 恢复后 ３ 例选择继续保

守治疗，２ 例择期手术，１ 例急诊手术，均存活。
２． 电话随访死亡 １ 例，放弃治疗 １ 例。 总病死

率 ２５％ ，较国外报道低
［２⁃３］。

讨　 论

ＡＤ 是最凶险的主动脉疾病，未经外科手术治

疗的 ＡＤ 急性期病死率或猝死率极高，仅有少数患

者经内科保守治疗可长期生存或病变自然愈合（假
腔消失）。 文献报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 发病 ４８ 小时

内，每延长 １ 小时病死率会增加 １％ ，未经手术治疗

的患者 ２ 天之内的病死率高达 ５０％ ，最主要的死亡

原因是，主动脉破裂和重要脏器供血障碍导致的功

能衰竭
［４］。 且本病临床表现多样：①累及冠状动脉

开口可导致 ＡＭＩ 或左心力衰竭竭②累及无名动脉

或左颈总动脉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当夹层累

及脊髓动脉灌注时，脊髓局部缺血或坏死可导致下

肢轻瘫或截瘫。 ③累及一侧或双侧肾动脉时可有血

尿、无尿和严重高血压，甚至急性肾衰竭。 ④累及腹

腔动脉、肠系膜上和肠系膜下动脉时表现为急腹症

及肠坏死。 偶尔腹腔动脉受累引起肝脏梗死或脾脏

梗死，⑤累及下肢动脉时可出现下肢缺血症状，如无

脉、疼痛等。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 急性期的神经系统并发症的

发病机制目前并不完全明确，其对 ＡＤ 预后的影响

也存在争议。 目前现有的资料显示 ＡＤ 急性期意识

障碍水平发病率达 ２０％ ， 本组病患发病率达

３４ ８％ ，甚至文献报道有些患者以意识障碍为首发

症状入院
［５］。 目前认为神经系统损害的主要发病

机制为： ①． 主动脉弓分支血管受累，假腔压迫直接

导致脑灌注血流减少。 大约占 ６２ ５％ ［２］②． 严重的

壁间血肿进展导致颈部血流动力学改变。 可以解释

部分弓上血管正常患者的脑缺血表现。 ③． 严重高

血压脑血流出现高灌注，毛细血管压力过高，渗透性

增强，导致脑水肿和颅内压增高，引起的一系列暂时

性脑循环功能障碍的临床表现。 ④． 夹层撕裂处对

主动脉壁上压力感受器的直接拉伸引起迷走神经兴

奋而引起晕厥或意识障碍
［６］。 但是弓上血管受累

却不一定导致脑缺血，只有大约 ２２ ７％的受累患者

变现为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ＴＩＡ），部分患者行

头颅 ＣＴ 未发现明显器质性改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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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患者有如下特点，第一意识障碍水平较重，
持续时间不等；第二多合并有难治性高血压；第三合

并多个脏器缺血的表现。 针对以上特点，首先治疗

上给予联合多种药物充分镇静，减轻患者烦躁、瞻望

等症状，同时每日给予用药空白期，观察患者意识水

平恢复情况。 其次联合多种药物严格控制患者血

压、心率达标。 最后积极改善多器官缺血症状，给予

必要的支持治疗，其中 ２ 例急性肾衰竭患者行 连续

肾脏替代疗法（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ｎ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ＲＲＴ）替代治疗。 我们观察到随着壁间血肿的稳

定和吸收，脑供血能够逐步改善，多数患者的意识障

碍水平能逐步恢复且无明显后遗症。 ２０１４ 年 ＥＳＣ
主动脉疾病诊断和治疗指南指出，ＡＤ 患者的神经

系统症状有 ５０％ 是一过性的
［７］，亦有文献指出，神

经系统损害的出现与患者的病死率没有显著相

关
［２］。 部分患者在行主动脉替换手术后可再次出

现意识障碍，考虑与深低温、体外循环及麻醉等相

关，治疗后亦多能恢复。 本组病例的局限性在于①．
入选例数相对较少，范围有局限性。 ②． 因患者病情

重未行头颅 ＭＲＩ、ＴＣＤ、核素等功能检查。
ＡＤ 病情变化快，初期表现多样，对一过性意识

障碍伴胸背部痛的高血压患者， 不要满足一般性诊

断， 应考虑 ＡＤ 可能。 在常规临床诊断基础上，联
用主动脉 ＣＴ、ＭＲＩ、血管造影及心脏超声等影像学

检查，避免误诊、漏诊。 尤其是 ＣＴ 成像速度快、易
用性强，其对 ＡＤ 弓部血管受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可达 ９３％和 ９８％ ［８］。 对伴有意识障碍的 ＡＤ 患者

应给予充分镇静、积极降压，控制危险因素及改善代

谢治疗，患者症状多能恢复，并为进一步治疗做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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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严重并发症

的分析及处理

刘志平　 朱宪明　 李淑珍　 郭俊晓　 王 坚　 赵 龙　 张玉龙　 李育敏　 任 杰　 高 荣　 王 敏

　 　 ［摘要］ 　 目的：探讨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介入治疗中和治疗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原因及防

治措施。 方法：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我院共有 ５０７ 例先心病患者施行介入治疗。 将其中发生

的需经急诊介入或外科手术处理的并发症定义为严重并发症。 结果：５０７ 例先心病患者中发生封堵伞

脱落 ５ 例。 介入术中及术后严重并发症封堵伞脱落总发生率为 １ ０％ （５ ／ ５０７），其中房间隔缺损（ＡＳＤ）
组的并发症为封堵伞脱落 ４ 例，０ １％ （４ ／ ２７６）；主动脉窦瘤破裂封堵术组，封堵伞脱落 １ 例：为 ３３ ３％
（１ ／ ３）。 紧急开胸手术占 １ ０％ （５ ／ ５０７）。 结论：先心病介入治疗的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但应警惕封堵

伞脱落，一经确诊，需积极外科手术治疗。
［关键词］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并发症；封堵伞脱落；心脏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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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我院共有 ５０７ 例先

天性心脏病（先心病）患者在介入手术室施行经皮

介入治疗。 将其中需经急诊介入或外科手术处理的

并发症定义为严重并发症，共有 ９ 例。 包括封堵伞

脱落 ５ 例、急性心包填塞 ３ 例，输送鞘管至左心房顶

破裂 １ 例。 为进一步提高先心病介入治疗的成功

率，降低并发症及手术风险，现将治疗中和治疗后发

生的 ５ 例封堵伞脱落并发症经验教训总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来源：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我
院共施行先心病介入治疗 ５０７ 例，其中房问隔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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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Ｄ）封堵术 ２７６ 例，动脉导管未闭（ＰＤＡ）封堵术

１１８ 例，室间隔缺损封堵（ＶＳＤ）术 ７８ 例，卵圆孔未

闭（ＰＦＯ）封堵术 １７，主动脉窦瘤破裂封堵术 ３ 例，
肺动脉瓣狭窄（ＰＳ）球囊成形术 １１ 例，肺动静脉瘘

栓塞术 ２ 例，冠状动脉瘘栓塞术 ２ 例。 共发生封堵

伞脱落及心脏破裂及急性心包填塞等严重并发症 ９
例，但无死亡。 其中，男性 ２６８ 例，女性 ２３９ 例；年龄

４ ～ ７１ 岁，平均（３７ １ ± １４ ９）岁。
２． 方法：在局部或静脉复合麻醉（小儿）下穿刺

股静脉和（或）股动脉途径插管，术中进行心电图及

压力监测。 介入方法同文献
［１］，采用北京华医圣

杰、深圳先健、美国 ＡＧＡ 公司、及上海记忆合金生产

的封堵器
［２⁃３］。 将需要急诊经介入或外科手术处理

的并发症定为严重并发症。 心律失常经心电图确

定；心包积液、急性心包填塞、封堵伞脱落经胸超声

心动图和（或）手术证实；术后随访 １ 个月 ～ ８ 年，采
用患者来院门诊、病房复查、电话、等方式联系检查。

结　 果

５０７ 例先心病患者介入术中及术后严重并发症

总发生率为 １ ８％ （９ ／ ５０７），封堵伞脱落总发生率为

１ ０％（５ ／ ５０７），其中 ＡＳＤ 组的并发症为 ０ ２％ （５ ／
２７６）：包括封堵伞脱落 ４ 例，急性心包填塞 １ 例；主动

脉窦瘤破裂封堵术组为 ３３ ３％ （１ ／ ３）：为 １ 例封堵伞

脱落；卵圆孔未闭（ＰＦＯ）组的并发症为１ ８％（３ ／ １７）：
包括急性心包填塞 ２ 例，输送鞘管至左心房顶破裂 １
例；紧急开胸手术占 １ ４％ （７ ／ ５０７），在介入手术室心

包置管引流占 ０ ４％（２ ／ ５０７）例，其余 ＰＤＡ 组 １１８ 例、
室间隔缺损组 ７８ 例、肺动脉瓣球囊成形术组 １１ 例、
肺动静脉畸形栓塞术 ２ 例、冠状动脉瘘栓塞术组 ２ 例

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全组无死亡。

讨　 论

目前，先心病介入治疗已成为临床常规治疗方

法之一，随着治疗病例数量的增多，某些并发症也逐

渐显露出来，尤其是术中、术后严重并发症如封堵器

脱落、心包填塞的发生，应引起手术医师的高度重

视。 充分了解先心病介入治疗中及治疗后可能发生

的严重并发症及发生原因，并掌握其防治措施，有助

于提高手术成功、降低并发症发生。
封堵器脱落：是先心病封堵术的严重并发症之

一，多发生于 ＡＳＤ 封堵术中，主动脉窦瘤破裂封堵

术后，少见于 ＶＳＤ 和 ＰＤＡ 封堵术中
［Ｉ］。 在我们手

术的 ５０７ 例患者中，封堵器脱落 ５ 例，其中 ＡＳＤ ４ 例

（４ ／ ２７６）例，主动脉窦瘤破裂 １（１ ／ ３）。 常见原因为

封堵器选择过小、病变解剖部位特殊、操作不当或器

材本身质量问题等所致。
在这 ４ 例 ＡＳＤ 封堵器术中脱落的病例中，紧急

开胸体外循环下探查，发现 ＡＳＤ 为 ２ 孔型、或多发

筛孔型，介入封堵的封堵伞均脱落至右心房，ＡＳＤ
边缘菲薄，封堵器不能严密、牢靠固定在 ＡＳＤ 上。

预防封堵伞脱落的措施：除操作要规范外，术前

要严格把握适应证，重视超声心动图在术前、术中、
术后的作用，对于边缘观察欠佳的患者，应行食道超

声心动图进一步明确缺损的大小及各个边的情况，
再选择适当的封堵器，如观察到一侧边缘不足或边

缘太软时，选择的封堵器要较所测最大径大出 ３ ～
４ｍｍ；或者对于缺损较小（≤２５ｍｍ）、边缘较好的

ＡＳＤ 可选择比缺损最大测量值大约 ２ ～ ６ｍｍ 的封堵

器进行封堵；对于中等大小缺损、应选择缺损最大径

加 ４ ～ ８ｍｍ 左右的封堵器；对于更大的缺损，应在不

影响周围组织及房间隔的前提下，酌情加大封堵器

型号，可选择比缺损最大测量值大约 ８ ～ １２ｍｍ 的封

堵器。
有条件者应备有各种类型的异物钳。 一旦发生

封堵器脱落，根据脱落的部位、封堵器的类型、大小

以及患者情况来选择介入或手术处理。 一般对封堵

器较小，或栓堵的部位尚未引起生命体征明显异常，
可先尝试用异物钳抓取或用导丝穿过封堵器由股静

脉牵出加以固定，避免其进一步脱落到左心房、栓塞

到二尖瓣；同时紧急外科手术，以免延误病情，造成

严重不良后果甚至死亡。 我们有 １ 例患者就是采取

导丝固定由股静脉牵出后紧急手术取出封堵伞，但
在尝试异物钳抓取或用导丝固定时，时间不能过久，
若不成功，即应果断外科手术取出；另外，ＡＳＤ 封堵

术后的患者在 ６ 个月内应尽量避免剧烈运动及提重

物等，随访中如突然发生胸闷、心慌等症状应及时

就诊。
总之，先心病介入治疗的严重并发症如封堵伞

脱落的发生率低，需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一经确

诊，及时、积极、有效的外科手术处理，均可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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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十字交叉心脏的解剖特点与外科治疗选择

张 晗　 刘承虎　 李 刚　 李建强　 程 沛　 张 晶　 苏俊武　 刘迎龙

　 　 ［摘要］ 　 目的：研究十字交叉心脏的解剖特点与外科治疗方式的选择。 方法：回顾分析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间，在我院行手术收治的 １１ 例十字交叉心脏患儿临床资料。 其中男性 ７ 例，女性 ３
例，年龄 ０ ２５ ～ １１ 岁，体质量 ６ ５ ～ ４０ｋｇ。 总结其解剖特点及治疗方式的选择。 结果：心房正位，心室右

袢，心室与连接正常 ２ 例；心房正位，心室右袢，大动脉心室连接异常 ７ 例；心房正位，心室左袢，大动脉

心室连接异常 ２ 例。 ３ 例患儿伴有房室瓣畸形，１ 例患儿二尖瓣骑跨（Ｂ 型）且二尖瓣存在大量反流，２
例患儿三尖瓣骑跨；３ 例患儿术前超声心动提示形态右心室发育明显偏小；５ 例患儿伴有肺动脉瓣畸形，
４ 例为肺动脉瓣狭窄，１ 例为肺动脉瓣闭锁；所有患儿均伴有室间隔缺损。 手术方式包括双向 Ｇｌｅｎｎ 术 ５
例；肺动脉环缩术 ４ 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 ｌ 例；动脉导管封堵术 １ 例，无手术死亡，均治愈出院。 结论：
十字交叉心脏的解剖形态复杂、病理改变多样，临床上根据患儿病情，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特别对于

无法行双心室矫治的患儿，Ｆｏｎｔａｎ 系列手术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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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ｗａｓ ｆｏｎｄ ｉｎ ａ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ＶＳＤ ｒｅｐａｉｒ ｉｎ 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ｂｉ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ｅｎｎ ｓｈｕｎｔ ｉｎ ５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ｏｔｈ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ｕｒ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ｎｓｓ ｃｒｏｓｓ ｈｅａｒｔ．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ｄｅ⁃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ｎｔａ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ｆｉｓｓ ｃｒｏｓｓ ｈｅａｒ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ｒｉｓｓ ｃｒｏｓｓ ｈｅａｒｔ；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十字交叉心脏（ ｃｒｉｓｓ⁃ｃｒｏｓｓ ｈｅａｒｔ ， ＣＨ） 是极少

见的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其发生率低于全部先天

性心脏病（先心病）的 １ ／ １０００ ［１］ 。 其病理特征为

体静脉血流轴与肺静脉血流轴在心脏房室瓣水平

发生空间位置的左右交叉，在心脏前后投影平面

上成十字，且常伴有房室连接或心室大动脉连接

关系异常及其他心内畸形
［２］ 。 早在 １９６１ 年， Ｌｅｖ

就首先描述了这种畸形，但对这种畸形的认识至

今仍十分有限。 本文回顾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十字交叉心脏患儿的病历资

料，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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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北京

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收治 １７ 例十字交叉心脏患

儿，其中 １１ 例接受手术治疗，男性 ８ 例，女性 ３ 例，
年龄 ０ ２５ ～ １１ 岁，体质量 ６ ５ ～ ４０ｋｇ，术前全部患儿

进行了超声心动图检查，其中 ４ 例患儿行 ＣＴ 检查，
３ 例患儿行心脏造影检查。 本组患儿均合并室间隔

缺损，其中单纯室间隔缺损 １ 例，合并右心室双出口

５ 例、房间隔缺损 ５ 例、大动脉转位 ３ 例、肺动脉瓣

或瓣下狭窄 ３ 例、动脉导管未闭 ３ 例、完全型房室间

隔缺损 １ 例，肺动脉闭锁 １ 例（表 １）。

表 １　 １０ 例患儿一般资料

病例 性别 年龄 ／岁 体质量 ／ ｋｇ 心房位置 心室位置 心室与大动脉链接 　 　 诊断

１ 男 ３ ３ １０ Ｓ Ｄ Ｓ ＣＣＨ；ＶＳＤ
２ 男 ０ ２５ ６ ５ Ｓ Ｄ Ｓ ＣＣＨ；ＶＳＤ；ＰＤＡ；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 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

３ 女 ６ ２ １５ ５ Ｓ Ｄ Ｌ
ＣＣＨ；ＤＯＲＶ；ＶＳＤ；ＰＤＡ；ＰＦＯ；ＭＩ；Ｂａｎｄｉｎｇ⁃ｐｏ； Ｍｉ⁃
ｔｒａｌ 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

４ 男 １１ ４ ４０ Ｓ Ｄ Ｄ ＣＣＨ；ＴＧＡ；ＶＳＤ；ＡＳＤ；ＰＳ
５ 男 ６ ２８ Ｓ Ｄ Ｌ ＣＣＨ；ＤＯＲＶ；ＰＳ；ＳＶ
６ 男 ５ １４ ５ Ｓ Ｄ Ｄ ＣＣＨ；ＤＯＲＶ；ＳＡ；ＰＳ
７ 男 ２ １３ Ｓ Ｄ Ａ ＣＣＨ；ＴＥＣＤ；ＰＡ；ＰＤＡ
８ 女 ０ ２５ ７ Ｓ Ｄ Ｌ ＣＣＨ；ＴＧＡ；ＶＳＤ；ＰＳ；ＰＦＯ
９ 女 １ ９ Ｓ Ｌ Ｄ ＣＣＨ；ＤＯＲＶ；ＳＶ；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 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

１０ 男 ６ ５ ２３ Ｓ Ｄ Ｄ ＣＣＨ；ＤＯＲＶ；ＶＳＤ；ＡＳＤ；ＰＨ
１１ 男 ９ ２６ Ｓ Ｌ Ｌ ＣＣＨ；ＴＧＡ；ＶＳＤ；ＰＨ

注：ＤＯＲＶ：右心室双出口；ＣＣＨ：十字交叉心脏；ＴＧＡ：大动脉转位；ＳＶ：单心室；ＴＥＣＤ：完全型房室间隔缺损；ＶＳＤ：室间隔缺损；ＰＳ：肺动脉瓣或

瓣下狭窄；ＰＡ：肺动脉闭锁；ＰＤＡ：动脉导管未闭； Ｇｌｅｎｎ：双向腔静脉一肺动脉吻台术；Ｂａｎｄｉｎｇ：肺动脉环缩术；Ｍｉｔｒａｌ 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二尖瓣骑跨；Ｔｒｉ⁃
ｃｕｓｐｉｄ 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三尖瓣骑跨

　 　 ２． 治疗方案：本中心收治 １７ 例患儿中，有 ５ 例

家属或因无法接受手术风险或因无法承担手术费用

而拒绝手术；１ 例患儿合并肺动脉闭锁，因肺动脉发

育条件极差，无条件行手术治疗。 而其他 １１ 例手术

均为静脉吸入复合麻醉，经鼻或口插管，建立动、静
脉通路，若行双向 ＧＬＥＮＮ 术上、下肢均建立深静脉

通路，根据病情选择不同切开路径开胸，切开心包，
常规心表探查。 非体外循环下手术 ９ 例，其中 １ 例

为二次手术；体外循环下手术 １ 例；ＰＤＡ 介入封堵

术 １ 例。 具体手术方法如下：
（１）ＶＳＤ 修补术：十字交叉心脏患儿往往合并

多种畸形且行双心室矫治困难，本组病例中单纯性

室间隔缺损 １ 例，手术采用左侧卧位，右外侧切口，
经右侧第四肋间入胸，常规建立体外循环，转机降

温，阻断上下腔静脉及升主动脉，经主动脉根部灌注

冷停搏液，经房间隔切口放置左心房引流管，心脏停

跳满意。 切开右心房，探查心内畸形，室间隔缺损

１０ｍｍ，位于膜周，取相应大小涤纶补片，５⁃０ 滑线连

续缝合室间隔缺损，５⁃０ 滑线连续缝合房间隔切口，
三尖瓣无反流，充分排气，开放升主动脉，自动复跳，
窦性心律，常规止血关胸。

（２）肺动脉环缩术：对于术前存在严重肺高压、
大量左向右分流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儿，考虑一期

行肺动脉环缩术（简称 ＰＡＢ），本组患儿术前平均肺

动脉压（７１ ± １７）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术前

平均氧饱和度（９８ ± ２）％ ，术后平均肺动脉压（３７ ±
３）ｍｍＨｇ，平均氧饱和度（８５ ± ６）％ 。 多数患者采用

胸骨正中切口径路手术，少数患者采用左胸侧切口

径路手术。 游离、显露主肺动脉，将 ５ ｍｍ 宽的

Ｇｏｒｅ⁃Ｔｅｘ 环缩带先置于主动脉和肺动脉近端周围，
分离主肺动脉间隙，直角钳绕过主动脉从主肺动脉

之间拖出环缩带，此时环缩带环绕肺动脉，调整环缩

带在肺动脉瓣交界上方的合适位置（一般在交界上

１ ５ ～ ２ ０ ｃｍ 处），并逐渐收紧。 达到预计周长后

（Ｔｒｕｓｌｅｒ 经验公式（２０ ｍｍ ＋１ ｍｍ）ｋｇ 粗估环缩带周

长），以 ５⁃０ 滑线贯穿缝合血管条，以固定周长；再将

血管条固定于肺动脉壁上，防止移位。 术中直接监

测平均肺动脉压（ｍＰＡＰ），应当尽可能地达到远端

肺动脉压力最低，术后术中保持吸入氧浓度（ＦｉＯ２）
在 ４０％ 左右，氧饱和度最好降至 ７５％ ～８５％ 。

（３）双向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对于术前评估

不存在肺动脉高压的患儿，可考虑一期直接行双向

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简称双向 ＧＬＥＮＮ 术），正中

开胸，切开心包，心表探查，在患儿血流动力学稳定

的情况下， 直接肺动脉测压， ＞ ２５ｃｍＨ２Ｏ 为该手术

禁忌证；术中探查上腔静脉与上腔静脉侧肺动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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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匹配， 如二者直径比 ＞ ２ ∶ １， 我们认为不适合行

双向 Ｇｌｅｎｎ 分流术；若非上腔静脉侧肺动脉发育极

度不良或缺如， 即使上腔静脉侧肺动脉发育良好，
我们仍然建议体外循环下行双向 Ｇｌｅｎｎ 术， 以免因

缺氧导致严重低血压。 本组患儿术前平均肺动脉压

（２０ ± ２）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 ＝ ０ ０９８ｋＰａ），术前平均氧

饱和度（７５ ± ３）％ ，术后平均肺动脉压（１８ ± ２）ｍｍ⁃
Ｈｇ，术后平均氧饱和度（８８ ± ４）％ 。 术中游离上腔

静脉、奇静脉，并阻断奇静脉。 单侧右上腔静脉可在

右上腔静脉及右心耳插管建立临时转流， 阻断上腔

静脉， 自上腔静脉入右心房口处上阻断钳， 横断上

腔静脉， 近心端缝闭， 远心端与右肺动脉行端侧吻

合， ５⁃０ 可吸收线连续缝合。 开放肺动脉及上腔静

脉， 拔除临时转流管。
３． 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

结　 果

本组十字交叉心脏的解剖特点为心房正位，心
室右袢，心室与连接正常 ２ 例；心房正位，心室右袢，
大动脉心室连接异常 ７ 例；心房正位，心室左袢，大
动脉心室连接异常 ２ 例。 ３ 例患儿伴有房室瓣畸

形，１ 例患儿二尖瓣骑跨（Ｂ 型）且二尖瓣存在大量

反流，２ 例患儿三尖瓣骑跨；３ 例患儿术前超声心动

提示形态右心室发育明显偏小；５ 例患儿伴有肺动脉

瓣畸形，４ 例为肺动脉瓣狭窄，１ 例为肺动脉瓣闭锁；
所有患儿均伴有室间隔缺损。 手术方式包括双向

Ｇｌｅｎｎ 术 ５ 例；ＰＡＢ 术 ４ 例；ＶＳＤ 缺损修补术 ｌ 例；动
脉导管封堵术 １ 例。 无手术死亡，患儿术后平均呼吸

机辅助时间为 ６ ９ 小时，平均 ＩＣＵ 治疗时间 ３９ ３ 小

时，平均术后住院时间 ７ ０ 天，均治愈出院（表 ２）。

表 ２　 患儿术后资料

序号 术前 ＳＰＯ２ ／ ％ 术后 ＳＰＯ２ ／ ％
呼吸机辅助

时间 ／小时

ＩＣＵ 治疗

时间 ／小时

术后住院

时间 ／天
手术方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４
７４
６９
８０
７５
７５
９５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１
８８
８７
８４
９５
９０
８６
８２
９０
９２

９
１４
０
４
５ ５
９
３
８
７

１０
７

２１
４８
６

７２
１２０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４８

６
１０
８
５
９
９
７
３

１０
６
４

ＶＳＤ 修补术

ＰＡＢ ＋ ＰＤＡ 闭合

ＰＡＢ
Ｇｌｅｎｎ
Ｇｌｅｎｎ
Ｇｌｅｎｎ
Ｇｌｅｎｎ
Ｇｌｅｎｎ
ＰＡＢ
ＰＡＢ
ＰＡＢ

讨　 论

１． 十字交叉心脏的解剖特点：十字交叉心脏源

于胚胎期心室的异常旋转。 １９６１ 年， Ｌｅｖ 首先描述

了这种畸形，但并未给予明确命名。 １９７４ 年，英国

学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日本学者 Ａｎｄｏ 同时对这一疾病做

出了详尽描述，并提出了交叉心脏这一明确的病理

诊断名称。
据文献报告，十字交叉心脏绝大多数为心房正

位，反位者极少见；房室连接多协调，不协调者较少，
表现为形态右心房多与形态右心室相连；心室大动

脉连接异常多见，常表现为大动脉转位，异位或双出

口连接；房室大动脉三段连接均正常者少见
［３⁃４］。

本组 １０ 例患儿，心房正位，房室连接均一致 ８ 例，心
室大动脉连接异常 ８ 例，其中大动脉转位 ３ 例，右心

室双出口连接 ５ 例，肺动脉闭锁 １ 例。
十字交叉心脏患儿一般具有正常的二尖瓣及三

尖瓣结构，但与正常房室瓣不同的是，两组房室瓣在

空间上成前上⁃后下排列而非左右并列，这也是体及

肺静脉血流轴在心内交叉而不混合的病理基础。 本

组患儿中有 ２ 例存在三尖瓣骑跨，１ 例存在二尖瓣

骑跨，这导致心内血流不完全交叉， 一侧心室除接

受对侧心房全部血流， 还同时接受同侧心房的部分

血流。 二尖瓣和 ／或三尖瓣的骑跨影响了手术对左、
右心室的分隔，因此存在瓣膜骑跨是十字交叉心脏

患儿难以行双心室矫治的原因之一。
通常十字交叉心脏左右心室的固有形态无明显

异常，但已有文献报道显示形态右心室较形态左心

室小
［５］。 术前准确的评估右心室发育情况对于十

字交叉心脏患儿十分重要，本组有 ３ 例患儿形态右

心室发育明显偏小，右心室功能较差。 Ａｇｎｏｌｅｔ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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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６］

认为三尖瓣环的直径和右心室腔大小呈正相

关，三尖瓣环的直径（Ｚ 值）是决定右心室发育及术

式选择的决定因素，若三尖瓣 Ｚ 值（Ｚ 值 ＝三尖瓣环

直径测定值 － 正常值 ／正常平均值标准差）负值太

大，则不能作双心室修补术，据研究，Ｚ 值为 － ２ 时，
仅 ５０％可行双心室修补， － ３ 时仅 ３０％ ，一般推荐

下列表作为选择手术的参考依据（表 ３）。

表 ３　 右心室发育不良选择不同手术方法标准

三尖瓣 Ｚ 值 右心室舒张未容量 ／ ％ 　 　 手术方式

＞ － ２
＜ － ２ ～ － ５

＜ － ５
＜ － １０

８０
＜ ８０
＜ ５０
＜ ３０

双心室矫治

一个半心室矫治

一个半心室矫治，房间隔开窗

Ｆｏｎｔａｎ 系列手术

　 　 本组患儿均伴有室间隔缺损，且室间隔走行方

向异常，表现为水平位。 文献报道也有少数患者室

间隔成额状位、斜行位或成矢状位
［７］，因此在诊断

十字交叉心脏时应注意与左心室型单心室鉴别， 当

残腔位于左上方时， 其与左心室间的分隔也可呈水

平走向， 与上下心或十字交叉心脏有类似， 但仔细

观察两房室瓣均开口于左心室， 输出小腔内无房室

瓣进入
［８］。

关于十字交叉心脏房室传导束走行报道各不相

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
［９］

报道认为， 交叉心脏房室传导束

与矫正型大动脉转位相同，传导束沿肺动脉流出道

前缘绕行，然后在漏斗隔前部下行，直至室间隔的膜

部和肌肉部之间分为左、右束支，若合并室间隔缺

损，传导束行经肺动脉流出道前缘至缺损的前上缘；
Ｓｉｅｇ 等［１０］

通过电生理表测显示房室传导束多走行

在室缺后下缘。 本组 １ 例患儿术前超声心动提示室

间隔缺损位于膜周至嵴下，术中行室间隔缺损修补

术时，首先探查清室间隔缺损的毗邻关系，采用常规

手术操作，术后未出现心律失常。 总之，十字交叉心

脏房室传导束走形多变，且有部分患儿合并有先天

性心律失常，如预激综合征等
［１１］。

十字交叉心脏冠状动脉的病变规律并不清楚，
尤其是前降支变化最大，这与其心室旋转有较大关

系
［１２］，因此明确冠状动脉开口及走形具有重大意

义，必要时术前可行多排螺旋 ＣＴ 或 ＭＲＩ 检查以明

确诊断
［１３］。

２． 治疗方案选择：十字交叉心脏有着特殊的病

理解剖和血流动力学改变，且常伴发多种心内畸形，
因此要求患儿术前诊断要明确、治疗方案选择要

合理。
目前关于十字交叉心脏的治疗报道较少，主要

与病例数较少有关。 根据本中心病例回顾分析我们

可以发现，十字交叉心脏行双心室矫治较为困难，可
能与以下几点有关：①心室发育不对称，同时右心室

有效容积偏小。 ②房室瓣畸形，本组 ３ 例患儿合并

二尖瓣或三尖瓣骑跨，且腱索通常其自心室游离壁，
导致室缺修补时两心室分隔困难。 ③房室传导束位

置不确定，加之室缺位置变化多样因此给室修补增

加极大的难度。
目前单心室矫治多为首选的治疗方案，但需根

据病情对患儿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选择。
（１）双向 Ｇｌｅｎｎ 手术，临床常见适应证主要包括

右心室发育不良的三尖瓣闭锁、肺动脉闭锁或严重

狭窄及功能单心室等。 本组对于术前评估不存在肺

动脉高压的患儿，并且上腔静脉侧的肺动脉直径不

＜２ ／ ３ 上腔静脉直径、房室瓣反流不超过中量，特别

是理想条件下：肺动脉压力 ＜ １５ｍｍＨｇ，全肺阻力低

于 ４ｗｏｏｄｓ，可以一期进行双向 Ｇｌｅｎｎ 手术，本组 ５ 例

患儿均为一期行双向 Ｇｌｅｎｎ 手术，于定期门诊复查，
远期期望完成全腔手术。

（２）肺动脉环缩术（ＰＡＢ），临床多适用于婴幼

儿多发肌部室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缩

窄、肺血流增多的功能性单心室准备最终行 ＦＯＮ⁃
ＴＡＮ 系列手术、大动脉转位行大动脉调转术前左心

室准备和功能锻等。 本组对于术前存在严重肺高

压、大量左向右分流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儿，考虑一

期行肺动脉环缩术（ ＰＡＢ），对于这些远期计划行

ＦＯＮＴＡＮ 系列手术的患儿，ＰＡＢ 有利于限制肺血

流，保护肺血管床，帮助患儿顺利过渡，最终完成

ＦＯＮＴＡＮ 系列手术。 ＰＡＢ 是一种风险较高的姑息

手术治疗方案，因此术前患儿术前应有较好的心功

能状态，无肺部感染，血氧饱和度至少 ８５％ 以上。
患儿可耐受的情况下，术后血氧饱和度应维持在

７５％ ～８５％左右。 本组共 ５ 例患儿行 ＰＡＢ 术，亦定

期于门诊复查，待肺动脉压力下降满意后（一般心

导管检查明确肺动脉阻力低于 ４ ｗｏｏｄｓ）可以考虑进

行双向腔肺分流术。
（３）体肺分流术，临床则多适用于不够根治条

件的法洛四联症、肺动脉发育差的肺动脉闭锁、三尖

瓣闭锁合并肺动脉狭窄及单心室合并肺动脉狭窄

等。 对于十字交叉心脏有部分患儿合并肺动脉闭锁

或者严重肺动脉狭窄，因肺血减少，术前往往紫绀明

显，这类患儿因肺血管发育差，治疗难度更大，需要

一次或多次姑息手术进行过渡，以增加肺血供，促进

肺血管发育。 临床一般选则体肺分流术，本组 １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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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一期行体肺分流术，术后 ３ 年复查左、右肺动脉

发育良好，于我院再次行 ＧＬＥＮＮ 手术，术后恢复良

好。 体肺分流手术的关键在于需根据患儿个体情况

选择合适口径的人工血管。 一般根据年龄新生儿选

择 ３ ５ ～ ４ ０ｍｍ 管道，婴幼儿选择 ４ ０ ～ ５ ０ｍｍ 管

道，同时术前检查若提示包括某一侧远端肺动脉在

内的肺血管发育尚可，术前氧饱和度较高则所用人

工血管的口径稍小，以免出现灌注肺；如果肺动脉发

育较差，远端血管阻力较高则可以选择较大口径的

人工血管，避免人工血管堵塞。 术后血氧饱和度维

持在 ８５％左右，同时应注意服用阿司匹林进行严格

的抗凝治疗。
总之，根据本中心经验，对于符合 Ｆｏｎｔａｎ 系列

手术指证的患儿，Ｆｏｎｔａｎ 类手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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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经胸小切口心脏直视手术围手术期输血前

危险因素分析

许李力　 尤 斌

　 　 ［摘要］ 　 目的：评估与体外循环（ＣＰＢ）下微创心外科手术红细胞输注的术前危险因素。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在安贞医院行单一体外循环下，经胸小切口心脏直视手术的 ５１１ 例患者，
回顾患者术前、围术期输血量等数据。 应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建立患者术中术后输红

细胞危险因素预测模型，并得出预测评分。 结果：在 ５１１ 例患者中，术后患者以血红蛋白（ＨＧＢ） ＜ ７ ０
给与悬浮红细胞，而血栓弹力图 Ｒ 值 ＞ ９ 分钟时，给予新鲜冰冻血浆为标准。 其中 ２２４ 例患者（输血患

者）有输注血液制品，２８７ 例患者未输注血液制品。 ＢＭＩ、术前纤维蛋白原定量、术前总胆红素、术前氧饱

和度（ＳａＯ２）为红细胞输注的术前独立因素，并计算每一参数针对输血的 ＲＯＣ 曲线。 根据此类参数建立

围术期输血前预测的数学模型。 当数学模型得分 ＞ ０ ６１ 时预测围手术期输血的敏感度为 ８５％ ，特异性

为 ６７％ 。 结论：根据此模型在患者术前 ＢＭＩ、术前纤维蛋白原定量、术前总胆红素、术前 ＳａＯ２ 为血液制

品输注的术前独立预测因素，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应的输血策略，减少用血量。
［关键词］ 　 经胸小切口心脏直视手术；心脏外科手术；输血；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０８⁃６２７⁃０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ＸＵ ＬＩｌｉ， ＹＯＵ
Ｂ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ＢＣ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ＣＰＢ）．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４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Ｄｅ⁃
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ＲＢＣ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ＲＢＣ ｔｒａｎｓｆ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ｗ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ｓｃｏ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５１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２２４ｗｅ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ｅｄ。 ＢＭＩ（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ＴＢＩＬ（Ｔｏｔａｌ 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ａｎｄ
ＳａＯ２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ＢＣ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ｓｃｏｒｅ ０ ６１ 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ＲＢＣ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ＭＩ（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ＴＢＩＬ（Ｔｏｔａｌ 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 ａｎｄ ＳａＯ２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ＢＣ （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ｏｎ 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ＢＣ ｔｒａｎｓｆｕ⁃
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ＲＢＣ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经胸小切口心脏直视体外循环手术比较传统正 中开胸手术，输血率大为减少
［１］，因为手术切口小，

观察止血不直观，围术期对红细胞输注依然有一定

的需求。 但是输血依然存在输血过敏，肺损伤，传染

病感染等副作用
［２］。 另外，因为我国的献血人数

少，经常性的“血荒“使手术用血时常紧缺。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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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微创手术及预测手术用血，并预先制定应对方

案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根据我院经胸小切口直视体外循环心脏

外科手术手术数据库，建立预测围术期输血的模型，
期望为以后的手术制定用血方案，减少用血量，治疗

费用和病死率。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选择　 选取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间，在我院行体外循环下行经胸小切口心脏直视手

术的 ５１１ 例患者，对患者围术期数据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患者的手术医生为同一组。

２． 麻醉及体外循环方法　 采用的方法均为股动

静脉及颈内静脉插管体外循环，麻醉为双腔气管插

管全麻。 体外循环转机之前给肝素 ４００Ｕ ／ ｋｇ，体外

循环时活化凝血时间（ＡＣＴ） ＞ ４８０ｓ，术中保持。 手

术结束后给予鱼精蛋白中和肝素。 体外循环结束

后，患者均进行超滤。
３． 手术方法　 右侧胸骨旁微创直视房间隔修

补术：麻醉诱导后，行双腔气管插管，术中置食道

超声心动探头（ＴＥＥ）引导经右侧颈内静脉置上腔

静脉引流管。 患者仰卧位，右侧胸壁垫高 ３０°，右
上肢外展位固定。 游离股动静脉，穿刺股静脉导

丝至右心房，置入 １９ ～ ２３Ｆｒ 单极静脉引流管。 参

考患者体质量及体表面积插入匹配直径的股动脉

插管（１８ ～ ２４Ｆｒ）置管，建立体外循环。 经右侧胸

骨旁三或四肋间横切口 ４ ～ ６ｃｍ 入路，右侧肺痿

陷。 在右膈神经前 ２ｃｍ 切开心包悬吊。 于腋中线

第六肋间 １ｃｍ 切口经右上肺静脉放置左心引流管

和心包牵引线，腋前线第四肋间 １ｃｍ 切口置入胸

主动脉阻断钳。 主动脉根部置灌注停搏液。 应用

微创手术器械行心外科手术。 手术结束，左心充

分排气后，心脏复跳。 停体外循环后，拔除体外循

环插管后逐层关胸
［３］ 。

４． 输血标准　 术后患者血红蛋白（ＨＧＢ） ＜ ７ ０
时给予悬浮红细胞，而血栓弹力图 Ｒ 值 ＞ ９ 分钟时

给予新鲜冰冻血浆
［４］。

５． 统计学分析 　 患者分析数据从微创患者数

据库中提取，选取与围手术输血可能相关因素包括

年龄、术前体质量、术前氧饱和度、术前红细胞、红细

胞压积、ＥＵＲＯ Ｓｃｏｒｅ ＩＩ、主动脉阻断时间、手术时间

及术前肌酐等等围手术期参数。 数据正态性由 Ｋｏｌ⁃
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检验，正态分布计量数据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对比用 ｔ 检验。 定性资料用频数（率）

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所有围手术期参数由单变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

析，前进法筛选自变量，所有 Ｐ ＜ ０ ０５ 的变量考虑

加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模型。 根据模型算出微创心外手

术术后输血的概率。 根据筛选出的参数分别与输血

数据建立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ＲＯＣ 曲线），计算置

信区间为 ９５％的曲线下面积，验算这些参数的准确

性。 这些被筛选出来的参数最终根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组成一个数学模型：Ｐ ＝ （１ ＋ ｅ － ｚ） － １

Ｚ ＝ ｂ１·ｘ１ ＋ ｂ２·ｘ２ ＋ ｂ３·ｘ３ ＋ … ＋ ｂＹ·ｘＹ，用来

计算围手术期输血的概率。 Ｐ ＜ ０ ０５ 被认为有统计

学意义。 本研究数据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 软件。

结　 果

１． 从 ５１１ 例行经胸小切口心脏直视手术心脏外

科手术患者中 ２２４ 例（４３ ８％ ）因围术期输血，归为

输血组，２８７ 例（５６ ２％ ）围术期未输血，归为未输血

组。 归于输血组的患者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ＩＩ，主动脉阻断时

间，体外循环时间，体外循环预充量，术前纤维蛋白

原定量，术前总胆红素，术前氧饱和度 ＳａＯ２，术前

ＡＬＴ 相对于非输血组患者有统计学差异（表 １）。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了患者数据中 ５ 个参数，本

研究中体质量，术前纤维蛋白原定量，术前总胆红

素，术前 ＳａＯ２ 参数与围手术期输血相关，其中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参数筛选时得出体外循环时间、体外循环

预充量、手术时间及主动脉阻断时间等参数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模型参数见表 ２，但是因为这几个参数

是手术中参数，对于术前预测围术期出血无明确指

导意义，给予人为剔除。 每个参数分别建立 ＲＯＣ 曲

线（图 １ ～图 ４），ＲＯＣ 曲线参数见表 ３。
围术期输血数学模型的建立：
Ｐ ＝ （１ ＋ ｅ － ｚ） － １

Ｚ ＝ １ １７（术前纤维蛋白原定量） － ０ ２８（ＢＭＩ）
＋ ０ ０８ （术前总胆红素） ＋ １ ３２ （术前氧饱和度

ＳａＯ２） － １ ３。
此数学模型与围手术期输血的 ＲＯＣ 曲线

（ＡＵＣ：０ ７８，９５％ ＣＩ：０ ７３ ～ ０ ８２）此 ＲＯＣ 曲线的临

界点 ０ ６１ 时可以预测围手术期输血。 此临界点数

学模型的得分为 ０ ７６。

讨　 论

微创体外循环心脏外科手术因为涉及体外循

环，凝血功能异常，而微创手术环境下止血不易，患
者在围术期 ＨＢ ＜ ７ ０ｇ ／ Ｌ 时将威胁生命，而 Ｈ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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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围手术期参数表［ｘ ± ｓ，ｎ（％ ）］

参数 总体（ｎ ＝ ５１１） 输血患者（ｎ ＝ ２２４） 未输血患者（ｎ ＝ ２８７） Ｐ 值

年龄 ／岁 ５０ ６ ± １５ １ ４８ ３８ ± １４ ６ ４２ ７ ± １４ ９ ０ ６８
性别 ／ （女性 ／男性） ２８３ ／ ２２８ １２４ ／ １００ １５９ ／ １２８ ０ ７４
身高 ／ ｃｍ １６５ １ ± ８ ５ １６５ ７ ± ５ ８ １６５ ３ ± ６ １ ０ ９６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２ ９ ± ３ ６ ２３ ３ ± ３ ６ ２２ ８ ± ３ ５ ０ ８１

体表面积 ／ ｍ２ １ ７６ ± ０ ２ １ ７４ ± ０ ２ １ ７７ ± ０ ２ ０ ８７
ＬＶＥＦ％ ６３ ２ ± ７ ５ ６２ ８ ± ７ ８ ６３ ４ ± ７ ５ ０ ６７
心功能 ３ 级或 ４ 级 ２６ １２（５ ４） １４（４ ８） ０ ９１
ＥＵＲＯ Ｓｃｏｒｅ ＩＩ ３ ３６ ± １ ２ ２ ３８ ± ０ ６ ２ ５ ± ０ ３６ ０ ６４
主动脉阻断例数 ／ ％ ３１７（６２ ０） １０１（４５． ０） ２１６（７５ ３） ＜ ０ ００１
主动脉阻断时间 ／分钟 ６８ ３ ± ４７ ６ ８２ ０ ± ４６ ５ ５７ ７ ± ４５ １ ＜ ０ ００１
体外循环时间 ／分钟 １０８ ± ５６ ２ １２７ ６ ± ５４ ９ ９４ ２ ± ４８ ０ ＜ ０ ００１
手术时间 ／小时 ３ ７ ± １ ８ ５ ５ ± １ ３ ３ ９ ± １ １ ＜ ０ ００１
术中最低体温（摄氏度） ３２（２８，３３） ３１ ４ ３２ ５ ０ ８３
体外循环预充量 ／ （ｍＬ ／ ｋｇ） ６２ ７ ± ２３ ５ ６８ ４ ± ２１ ７ ６１ １ ± ２０ ８ ＜ ０ ００１
血液稀释率 ／ ％ ７３ ７８ ６９ ＜ ０ ００１
超滤例数 ／ ％ ５００（９７ ８） ２１７（９６ ９） ２７５（９５ ８） ０ ９４
超滤 ／ （ｍＬ ／ ｋｇ） ４４ ８ ± ２４ ５ ４６ ３ ± ２２ ６ ４３ ７ ± ２３ １ ０ ８７
术前 Ｈｂ ／ （ｇ ／ ｄＬ） １１ ８ ± １ ２ １２ １ ± １ ８ １１ ２ ± １ ６ ０ ７９
术前 Ｈｃｔ ／ ％ ３６ ３ ± １ ７ ３６ ８ ± ２ ８ ３６ １ ± ２ １ ０ ８５

术前 ＰＬＴ ／ （１０３ ／ ｍｍ３） ２４２ ４ ± ２４ ８ ２１８ ２ ± ３１ ７ ２４７ ６ ± ２２ ８ ０ ２１
术前纤维蛋白原定量 ／ （ｇ ／ Ｌ） ３ ６ ± １ ９ ２ ４ ± １ ７ ３ ９ ± １ １ ＜ ０ ００１
术前肌酐 ／ （ｕｍｏｌ ／ Ｌ） ８４ ５ ± ９ ７ ８９ ６ ± ８ ６ ８１ ３ ± １１ ９ ０ １２
术前 ＢＵＮ ／ （ｍｇ ／ ｄＬ） ２６ ± ２ １ ２９ ± １ ７ ２５ ± １ ７ ０ ０９
术前总胆红素 ／ （ｕｍｏｌ ／ Ｌ） １５ ４ ± １ ４ ２１ ７ ± ２ １ １３ ７ ± １ ９ ＜ ０ ００１
术前 ＡＬＴＵ ／ Ｌ ３４ ４ ± ２ ７ ４１ ２ ± ３ ６ ２７ ４ ± ２ ６ ＜ ０ ００１
术前 ＳａＯ２ ／ ％ ９７ ３ ± １ ８ ９５ ４ ± ２ １ ９８ １ ± ２ ９ ＜ ０ ００１

注：ＢＭＩ：体质量质量指数； ＬＶＥＦ： 左心室射血分数

表 ２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Ｂ 标准差 系数约束条件检验 比值比 ９５％置信区间 Ｐ 值

常数 － １ ３ １ － １ ３ ０ ２１１７
ＢＭＩ － ０ ２８ ０ ４２ ２ ３３ １ ６３ ２ ３５` ４ ０ ０１９８
术前纤维蛋白原定量 １ １７ ０ ０３ ４ ２１ ２ ７８ １ ９ ～ ４ ４ ０ ０００３
术前总胆红素 ０ ０８ ０ ８７ ２ ３１ ０ ７５ ０ ６７ ～ ０ ９３ ０ ００１４
术前 ＳａＯ２ １ ３２ ０ ９１ ３ ５９ ２ １２ １ ８ ～ ３ ６ ０ ００３２

图 １　 ＢＭＩ 的 ＲＯＣ 曲线；图 ２　 术前纤维蛋白原定量的 ＲＯＣ 曲线；图 ３　 术前总胆红素的 ＲＯＣ 曲线；图 ４　 术前 ＳａＯ２ 的

ＲＯＣ 曲线；图 ５　 输血数学模型的 ＲＯＣ 曲线

表 ３　 输血预测因素的受试者操作特征（ＲＯＣ）曲线评价

参数 线下曲线面积 标准差 ９５％置信区间 Ｐ 值

ＢＭＩ ０ ６６ ３６ １ ０ ６０ ～ ０ ７１ ＜ ０ ００１
术前纤维蛋白原定量 ０ ８１ ８７ ６ ０ ８６ ～ ０ ９３ ＜ ０ ００１
术前总胆红素 ０ ７０ ７５ ６ ０ ６５ ～ ０ ７５ ＜ ０ ００１
术前 ＳａＯ２ ０ ７４ ７７ １ ０ ７４ ～ ０ ８３ ＜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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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０ｇ ／ ｄＬ 时，并不增加红细胞携氧能力
［５］。 如果术

后引流过多或临床机械输血则对患者产生更严重的

不良后果，例如感染，肺部损伤，急性肾衰竭，脑血管

病变等相关并发症
［６］

而且这些并发症与输血量有

剂量⁃效应关系
［７］。 所以针对此类微创手术的围术

期输血的术前预测有非常必要。 本研究中此数学模

型时与围手术期输血的 ＲＯＣ 曲线的临界点 ０ ６１
时，可以预测围手术期输血，而此临界点数学模型的

得分为 ０ ７６。 当术前患者数学模型评分 ＞ ０ ７６，患
者应被予以重视，矫正凝血功能，调整肝肾功能，并
进行血液科诊治。 确定无误后，在术前备好血液制

品及凝血因子，再行心脏外科手术。
本研究中从微创心脏外科患者数据库中选取

５１１ 例进行过体外循环的患者。 病种涵盖风湿瓣膜

病，先天性心脏病，此类患者年龄较冠心病患者低，
情况与非体外循环手术不尽相同，而且无术前抗凝

用药，其围术期输血的危险因素也不一样。
术前检查及围手术期参数，分析预测参数中体

质量指数，血沉速度，总胆红素水平，术前氧饱和度，
手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等因素对围术期出血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经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出体

质量，术前纤维蛋白原定量，术前总胆红素，术前氧

饱和度 ＳａＯ２ 所建立的模型对预测围术期出血亦有

效，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本研究中患者术前氧饱和度对围术期出血也有

显著性影响。 有研究
［８］

显著低氧血症对于纤维蛋

白功能是有损伤的，对于血小板的功能亦有损伤。
进一步研究低氧血症对凝血因素的影响，对于预防

围手术期出血也许有更多的用处。
其中近年使用的血栓弹力图（ＴＥＧ）对监测围术

期出血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本研究一般情况下，在明

确给予鱼精蛋白，纤维蛋白酶原和凝血酶原复合物，
或者其他如凝血因子 ＶＩＩ 的前提下，达到指标 Ｈｂ ＜
７ｇ ／ ｄｌ，可以开始给与悬着红细胞，而血栓弹力图 Ｒ
值 ＞ ９ 分钟时给予新鲜冰冻血浆。 对于患者围手术

期出血的输血管理有明确的指标，能明确减少术后

没有必要的机械输血，在患者术后的恢复和经济因

素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９］。

本研究中 ＢＭＩ 对术后出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因为 ＢＭＩ 高的心脏病患者一般脂肪较厚，肌肉含量

少，经由胸骨旁肋间手术切口入路，手术野有死角，
对于一些出血点不好判断。 而在胸腔镜辅助下，对
于止血有明确的视野，有很大的帮助。 而 ＢＭＩ 较低

的患者往往是心脏功能较差，术前身体营养状况差

的瓣膜病或先心病中晚期患者，对于凝血功能有

损伤
［１０］。
手术中情况也是影响围术期出血的重要因素。

例如手术时间也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之一，因其

在体外循环手术中，血细胞的机械破坏，术中低体

温，均可引起血液中血小板破坏，凝血因子减少，纤
维蛋白溶解活酶释放，从而导致围术期出血。 本研

究的局限性在于病例搜集只在单一中心，而麻醉方

法和手术方式没有多样化，有些围术期出血因素因

为病种的原因，可能被掩盖了。 另外术中因素例如

体外循环时间，手术时间，体外循环预充量等，在输

血组与非输血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对围术期出血

有重要影响，但是因为并非术前影响因素，对编制术

前围术期出血输血模型没有意义，均人为剔除。 而

其对围术期出血的影响，将另文阐述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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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多排 ＣＴ 下腔静脉成像对子宫静脉内平滑

肌瘤病的诊断意义

温兆赢　 毕 涛　 赵 映　 刘家祎　 张兆琪　 范占明

　 　 ［摘要］ 　 目的：由于子宫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ＩＶＬ）属于少见病例，其 ＣＴ 影像学表现有一定的特征

性，回顾性分析 ＩＶＬ 的多排 ＣＴ 特征及其临床表现，评价其对手术治疗的指导意义。 方法：回顾性总结分

析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通过外科手术及病理证实的 ９ 例 ＩＶＬ 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多排 ＣＴ 特征以及病

理结果。 多排 ＣＴ 扫描参数：管电压 １００ ～ １２０ ｋＶ， 管电流 ４００ ～ ４５０ ｍＡｓ，层厚 ０ ５ ～ ０ ７５ ｍｍ， 间隔

０ ２５ ～ ０ ６０ ｍｍ。 监测层面放在下腔静脉右心房入口区域，手动触发开始扫描。 结果：９ 例患者中，４ 例

患者为子宫切除术后，１ 例为多发子宫肌瘤并伴子宫腺肌病。 多排 ＣＴ 均显示蛇形的下腔静脉内充盈缺

损延伸入右心房，其中 １ 例病变延伸入右心室、肺动脉。 ８ 例病例侵犯单侧宫旁血管，１ 例病例侵犯双侧

子宫血管，６ 例肿瘤沿着子宫静脉、髂静脉生长，３ 例病例显示病变同时波及卵巢静脉和髂静脉，９ 例病

变均波及下腔静脉和右心房，其中 １ 例肺动脉受累。 １ 例患者发生肺内多发转移。 结论：ＩＶＬ 的多排 ＣＴ
表现有一定特征性，９ 例患者均显示下腔静脉内充盈缺损延伸入右心房，ＣＴＶ 检查清晰地显示了 ＩＶＬ 向

子宫外生长的途径，有助于手术方案的制定。
［关键词］ 　 心脏肿瘤；子宫；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多排 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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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ｕｍｏｒ；Ｕｔｅｒｕｓ；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ｔｏｓｉｓ；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ＣＴ

　 　 子宫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ｌｅｉｏｍｙｏ⁃
ｍａｔｏｓｉｓ，ＩＶＬ）是以一种特殊方式生长的子宫平滑肌

瘤肿瘤。 临床有明确子宫肌瘤史，肉眼所见的平滑

肌瘤延伸至血管腔隙内，可在小、中及大静脉内生

长；镜下为良性平滑肌瘤组织侵入平滑肌瘤外的静

脉内生长，有浸润性生长的倾向，可延伸至下腔静脉

甚至右侧心腔以及肺动脉，并引起机械性阻塞而产

生相应的临床症状，手术不彻底时容易复发
［１］。

ＩＶＬ 属于少见病例，ＣＴＶ 检查是诊断 ＩＶＬ 的重要手

段。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ＩＶＬ 的 ＣＴ 影像学表现，总
结 ＩＶＬ 的 ＣＴ 特征性表现，并评估 ＣＴＶ 检查对手术

的指导意义。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间，在我院经外科手术及病理证实 ＩＶＬ 患者

的术前多排 ＣＴ 检查的影像资料，共 ９ 例 ＩＶＬ 女性

患者，年龄（４３ ８ ± ９ ７）岁。 分析这 ９ 例 ＩＶＬ 患者

的一般临床资料、多排 ＣＴ 影像学特征及病理结果。
２． 仪器与方法： 采用 Ｔｏｓｈｉｂａ Ａｑｕｉｌｉｏｎ ６４ 排 ＣＴ

机、Ｓｉｅｍｅｎｓ 双源 ＣＴ 机、Ａｑｕｉｌｉｏｎ Ｏｎｅ ３２０ 排 ＣＴ 机

或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ｌａｓｈ 双源 ＣＴ 机， 管电压 １００
～ １２０ ｋＶ， 管电流 ４００ ～ ４５０ ｍＡｓ，层厚 ０ ５ ～ ０ ７５
ｍｍ， 间隔 ０ ２５ ～ ０ ６０ ｍｍ。 应用双筒高压注射器，
将非离子型对比剂碘帕醇（ Ｉｏｐａｍｉｄｏｌ ３７０ ｍｇＩ ／ ｍｌ，
ＧＥ ） 以 ０ ９％氯化钠溶液稀释，造影剂：０ ９％氯化

钠溶液比例为 ２∶ ８， 结扎双踝部，减少双下肢浅静脉

回流，经双下肢静脉团注， 注射流率为 ３ ０ ｍＬ ／ ｓ，
总量为 １００ ～ １２０ ｍＬ， 检查层面放在下腔静脉右心

房入口区域，手动触发开始扫描。 扫描方向为足头

方向，扫描范围包括耻骨联合下缘至气管分叉处。
为了观察病变强化方式，必要时再进行延迟期扫描。
扫描后将容积数据传至后处理工作站，分别进行三

维 ＶＲ 和 ＭＰＲ 重建成像。
３． 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

结　 果

１． ９ 例 ＩＶＬ 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多排 ＣＴ 结果见

表 １。 所有患者均经病理证实。 ９ 例患者中，６ 例患

者（６６ ７％ ）有气短、心慌、胸闷症状，其中 １ 例伴有

双下肢乏力；１ 例有胸闷症状，１ 例有月经期延长病

史；１ 例以盆腔包块入院；１ 例为体检发现，无明显临

床表现。 ９ 例患者中，４ 例（４４ ４％ ）进行了子宫肌

瘤切除术或子宫切除术，１ 例为多发子宫肌瘤并伴

子宫腺肌病。
２． 多排 ＣＴ 既可观察肿瘤的密度和强化方式，

显示血管内肿瘤的全貌、起止范围、行径及肿块与血

管壁的关系，还可显示血管外肿瘤浸润和播散情况

及与周围组织结构的关系。 ９ 例患者多排 ＣＴ 均显

示蛇形的下腔静脉内充盈缺损延伸入右心房（图 １
～ ３），充盈缺损位于管腔的中央（图 ４），其中 １ 例病

变延伸入右心室，增强后腔内软组织肿块中等不均

匀强化。 ＣＴＶ 检查清晰地显示了 ＩＶＬ 向子宫外生

长的途径，８ 例病例侵犯单侧宫旁血管（图 ５），１ 例病

例侵犯双侧子宫血管，６ 例肿瘤沿着子宫静脉、髂静

脉生长，３ 例病例显示病变同时波及卵巢静脉和髂静

脉，９ 例病变均波及下腔静脉和右心房，其中 １ 例肺

动脉受累。 １ 例患者发生双肺内多发转移（图 ６）。

讨　 论

子宫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的

子宫肌瘤， 文献报道累及心脏的子宫平滑肌瘤病不

足 １００ 例
［２］。 病理学表现为良性， 但生物学行为特

异，约 １０％可沿血管扩展到下腔静脉和右侧房室甚

至肺动脉。 对于该病的组织发生， 有认为是来源于

静脉壁的平滑肌组织， 增生后突入管腔； 有认为是

来源于邻近的平滑肌组织， 肿瘤侵入静脉而发展起

来， 目前认为两种来源均存在
［３⁃５］。 子宫静脉内平

滑肌瘤病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主要为盆腔肿块。
绝大多患者同时有子宫肌瘤史，育龄期可以表现为

经期延长或经量增多， 绝经后可以表现为阴道流

血。 当病变蔓延至下腔静脉和右心时可出现右心淤

血症状，如下肢水肿、肝大、发绀，三尖瓣梗阻可引起

晕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 其他少见表现有大量腹

水、体循环栓塞等。 有文献报道本病因肿瘤侵入右

心房导致严重的并发症而死亡
［６］。 由于临床表现

变化多样而复杂，故本病临床诊断较困难。 需要结

合影像学的特征性表现做出诊断。 主要影像技术有

超声、ＣＴ、ＭＲ。 超声对于下腔静脉内的病变、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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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９ 例 ＩＶＬ 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多排 ＣＴ 特征

病例 年龄 ／岁 子宫肌瘤史 相关手术史 症状 多排 ＣＴ 特征

１ ３９ 有 子宫切除术 活动后心悸气短，伴双

下肢乏力

左侧卵巢静脉、左肾静脉及下腔静脉、右心房扩张及腔内延

续性充盈缺损

２ ５２ 有 子宫切除术 体检发现心脏占位 左子宫静脉、髂内静脉、髂总静脉、下腔静脉及右心房内充

盈缺损

３ ５９ 有 子宫切除术 心慌气短 右侧子宫静脉、髂内静脉、髂总静脉、下腔静脉及右心房内

充盈缺损，双肺内多发转移

４ ４７ 有 子宫肌瘤剔除术 心慌气短 右子宫静脉、髂内静脉、髂总静脉、下腔静脉及右心房内充

盈缺损

５ ４１ 无 无 月经期延长 双侧子宫静脉、髂内静脉、髂总静脉、下腔静脉、右心房、右
心室及主肺动脉内充盈缺损

６ ４１ 无 无 活动后胸闷气短 右侧卵巢静脉及下腔静脉扩张，腔内充盈缺损

７ ４５ 无 无 盆腔包块 左子宫静脉、髂内静脉、髂总静脉、下腔静脉及右心房内充

盈缺损

８ ４６ 有 无 胸闷 右子宫静脉、髂内静脉、髂总静脉、下腔静脉及右心房内充

盈缺损

９ ２４ 有 无 间断心悸、气短 右侧卵巢静脉及下腔静脉扩张，腔内充盈缺损

图 １　 下腔静脉 ＣＴＶ 冠位 ＭＰＲ　 冠状位示下腔静脉延伸入右心房

肿块，呈“蛇头”样腔内充盈缺损；图 ２　 下腔静脉 ＣＴＶ 容积成像下

腔静脉 ＣＴＶ 容积成像后面观，示盆腔血管受肿瘤推挤移位及病变

范围、行径；图 ３　 轴位图示右心房内充盈缺损；图 ４　 轴位图示下

腔静脉内充盈缺损，充盈缺损位于管腔中央　 图 ５　 盆腔内子宫区

域为巨大软组织肿块占据，呈中等强化，强化不均匀，内见更低密

度区；同时可见右侧卵巢静脉内充盈缺损；图 ６ 　 １ 例子宫平滑肌

瘤病切除术后患者，左肺下叶后外基底段转移瘤

病变显示不如 ＣＴ 直观和清晰，超声心动对于侵犯

心内的病变显示较好。 超声不能一次完成如此大范

围的扫描，而多排 ＣＴ 扫描范围可以覆盖病变累及

的范围包括盆腔至心脏，可以显示盆腔子宫肌瘤，以
及下腔静脉⁃右心腔⁃肺动脉占位性病变，扫描时间

仅需 １０ 多秒的时间。 ＭＲ 可以多平面成像，清晰的

显示盆腔内的病变及血管内充盈缺损的范围，ＭＲ
电影成像还可显示充盈缺损在右心房内及血管腔内

运动特点，有助于与其它病变进行鉴别诊断，但是

ＭＲ 检查费用昂贵，扫描时间长不能作为首选的检

查方法。 结合临床病史及盆腔情况综合分析可得到

本病变的诊断。
１８９６ 年英国 ＢＩＲＣＨ⁃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 首次报道

了该病，肿瘤的延伸途径目前认为有两条：①左、
右子宫静脉→髂内静脉→髂总静脉→下腔静脉；
②左卵巢静脉→左肾静脉→下腔静脉或右卵巢静

脉→下腔静脉。 除静脉外，淋巴管也可受累
［７⁃８］ 。

如果累及右心房，则可见右心房内肿块体积较血

管内肿块体积大，呈“拐杖头”样，极少数病例的肿

瘤栓子可以到达肺动脉造成猝死。 由于平滑肌瘤

在血管内生长缓慢，临床罕见，ＩＶＬ 的诊断率较低。
女性有明确子宫肌瘤切除史或子宫肌瘤病变者，
且肿瘤累及腔静脉，右心房，病史较长者，应该高

度怀疑此病。
本组病例下腔静脉 ＣＴＶ 血管重建均可清楚地

显示子宫病变延伸至髂静脉、下腔静脉及右心房

内肿块的连续性肿块，头端位于右心房，头大尾

小，似“拐杖头”或“蛇头”状改变，此征象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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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亦有报道。 受累静脉增粗， 管腔内为异常

软组织肿块影填充， 常位于管腔中央，增强后中等

不均匀强化， 右心房内的软组织影，密度及强化程

度与静脉内肿块相似。 有文献报道，子宫静脉内

平滑肌瘤病会沿着下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延伸

至肺动脉
［９］ 。 本组病例中有 １ 例肿瘤延伸至肺动

脉，多排 ＣＴ 检查可以显示肺动脉及分支受累情

况，对指导治疗及评价预后有重要意义
［１０］ 。 对于

病变肺内播散的机理，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间充

质细胞的平滑肌化生有关系。 结合女性有子宫肌

瘤病史及影像学所见， ＣＴ 多可作出提示性诊断甚

至明确诊断。 同时，多排 ＣＴ 还可显示子宫肌瘤及

病变与周围组织结构的关系，从而为临床提供详

实、丰富的活体资料， 为手术治疗计划的制订和手

术的成功打下良好基础， 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

值。 Ｂ 超可评估右心内肿瘤运动状况及血流情

况
［２］ ，肿瘤在右心房及腔静脉内运动具有特征性，

可以进行 ＩＶＬ 的确定诊断，但超声难以直观显示

肿瘤的全貌及走行，难以显示肺血管的受累情况，
对手术计划的制订缺乏指导意义。

子宫静脉内平滑肌瘤的患者大多数预后较好，
７０％的患者可以痊愈， ３０％的患者可复发或病变持

续存在， 并发生肺转移， 但预后良好
［１１］。 仅少数患

者因病变蔓延至肝静脉、心脏及肺而死亡。 子宫静

脉内平滑肌瘤病主要应与静脉血栓和癌栓以及累及

下腔静脉的恶性肿瘤相鉴别：①增强后静脉血栓无

明显强化；②癌栓临床多有恶性肿瘤或恶性肿瘤病

史，虽可以强化， 但病变范围多明显小于 ＩＶＬ；③累

及下腔静脉的恶性肿瘤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 原发

于下腔静脉的恶性肿瘤主要是平滑肌肉瘤，多发生

于下腔静脉上 １ ／ ３ 段， 病变范围相对局限， 且常见

肝、肺及腹膜转移；继发性恶性肿瘤主要为来源于子

宫、肾、肾上腺、肝及下腔静脉等腹腔器官的恶性肿

瘤，而以肾和子宫较多见，约 ３％ ～ １０％的肾脏肿瘤

瘤体可以侵入下腔静脉
［１２⁃１３］。 无论原发的还是继

发的恶性肿瘤在下腔静脉及右心房内均呈浸润性生

长，而子宫平滑肌瘤病则呈相对游离的状态生长。
来源于 ＩＶＬ 延伸至右心房的肿瘤通常没有附着于相

邻的心内膜或心腔结构，这对于鉴别诊断非常重要。
此外，二者生长的起始点也不同，子宫平滑肌瘤病起

始于子宫，而恶性肿瘤则起始于其相应的原发器官。
性别也是考虑 ＩＶＬ 的原因

［１４⁃１７］。
总之，多排 ＣＴ 螺旋扫描可以全面显示病变的

大小、累及范围及生长方式，有助于明确肿瘤来源、

肿瘤与静脉壁粘连情况以及进行鉴别诊断，有助于

手术方案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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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Ｘ 线二维成像的冠状动脉起源异常分型方法

及其临床应用

彭红玉　 柳景华　 王长华　 吴 铮　 赵东晖　 李世英　 郑 泽　 王韶屏　 王 平　 李文铮

朱小玲　 程姝娟

　 　 ［摘要］ 　 目的：探讨一种新型的冠状动脉起源异常（ＡＯＣＡ）分型方法，以及对冠状动脉造影手术操

作的指导作用。 方法：ＬＡＲＡＯ 分型方法是在 Ｘ 线二维透视下，采用左前斜和右前斜体位确定异常起源

冠状动脉的开口位置，并将 ＡＯＣＡ 分为 ３ 型：Ｉ 型为对侧冠状动脉开口周围型，ＩＩ 型为升主动脉或对侧主

动脉窦前壁型；ＩＩＩ 型为其他型。 采用 ＬＡＲＡＯ 分型对 ２０１３ 年我中心 １９ 例 ＡＯＣＡ 的起源位置、手术相关

参数进行分析。 结果：１９ 例异常起源冠状动脉病例有 ５ 例 ＬＡＲＡＯ Ｉ 型（２６ ３ ％ ），１３ 例 ＬＡＲＡＯ ＩＩ 型
（６８ ４ ％ ），而 ＬＡＲＡＯ ＩＩＩ 型仅有 １ 例（０ ５３ ％ ）。 对侧冠状动脉开口周围和升主动脉 ／对侧主动脉窦前

壁是 ＡＯＣＡ 的常见区域。 Ｉ 型 ＡＯＣＡ 的理想导管是对侧造影导管，而大多数 ＩＩ 型患者（７６ ９ ％ ）最终选

择 ＡＬ 导管完成手术。 与采用 ＬＡＲＡＯ 分型之前的手术相比，这种分型可明显减少导管使用数量、对比

剂剂量和 Ｘ 线曝光时间。 结论：ＬＡＲＡＯ 分型是一种适用于二维 Ｘ 线影像的新型分型方法，对 ＡＯＣＡ 的

冠状动脉造影也有着良好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 　 冠状动脉起源异常；冠状动脉造影；ＬＡＲＡＯ 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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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ＡＲＡ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ｏｖ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Ｘ⁃ｒａｙ ｉｍａ⁃
ｇｉｎｇ， ｉｓ ｖｅｒｙ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ｃ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ｏｒｉｇ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ＡＲＡ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冠状动脉起源异常（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ＡＯＣＡ）是一类先天性冠状动脉畸形，通常是

指左、右冠状动脉未能正常地从相对应的主动脉窦

起源，而是异常开口于对侧主动脉窦或无冠窦、升主

动脉甚至是肺动脉，并伴有冠状动脉走行的异

常
［１］。 此外，很多研究亦将左主干缺如（即左前降

支、左回旋支独立开口于左冠状窦）、单一冠状动脉

归为 ＡＯＣＡ。 在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手术过程中，ＡＯ⁃
ＣＡ 开口位置的变异会增加介入诊疗手术的操作难

度和并发症风险
［２］，手术顺利与否更多地是依靠术

者个人经验。 为了能便于快速寻找异常起源的冠状

动脉，安贞医院心内科 ２８ 病区在单中心手术经验的

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
［２］，提出了一种可用

于指导冠状动脉造影的新型 ＡＯＣＡ 分型方案，即根

据 Ｘ 线二维成像的左前斜 （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ＬＡＯ）及右前斜（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ｂｌｉｑｕｅ，ＲＡＯ）两个投

射体位进行分型定位，简称为“ＬＡＲＡＯ 分型”。 本

研究通过对 ２０１３ 年，我中心冠状动脉造影诊断的

ＡＯＣＡ 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总结 ＡＯＣＡ
的 ＬＡＲＡＯ 分型规律，并评价 ＬＡＲＡＯ 分型对冠状动

脉造影操作的指导作用。

资料与方法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排除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后患者、同期再次造影复查患者或仅完

成单侧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

２８ 病区共完成 ２ ０６７ 例经皮冠状动脉造影。 其中，
１９ 例患者诊断为 ＡＯＣＡ。

２． ＬＡＲＡＯ 分型：根据我中心的既往经验和国内

外文献报道
［２］，异常起源冠状动脉的常见开口位置

包括升主动脉、对侧主动脉窦内但远离对侧冠状动

脉开口，对侧主动脉窦内且临近对侧冠状动脉开口

相对多见，而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后冠状窦（无冠

状窦）极为少见，而异常起源于肺动脉、外周动脉则

是冠状动脉造影难以诊断的罕见类型。 此外，我中

心还发现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升主动脉、对侧主动

脉窦内但远离对侧冠状动脉开口的病例开口位置都

处于偏前位置，采用 ＲＡＯ 体位通常可暴露这一区域

（切线位）。 因此，我中心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提出了适

用于冠状动脉造影二维成像的 ＬＡＲＡＯ 分型方案，

依照 ＬＡＯ 和 ＲＡＯ 投照体位顺序对 ＡＯＣＡ 进行分型

（图 １）。
（１）ＬＡＲＡＯ Ｉ 型（对侧冠状动脉周围型）：首先

选择 ＬＡＯ 体位，异常起源的冠状动脉开口邻近于对

侧冠状动脉开口的上方或下方。
（２） ＬＡＲＡＯ ＩＩ 型 （升主动脉 ／主动脉窦前壁

型）：在 ＬＡＯ 体位，异常起源冠状动脉开口沿升主动

脉中轴线分布（导管头端指向显示屏）。 选择 ＲＡＯ
体位，异常起源的冠状动脉开口于主动脉根部前壁。
根据异常开口与窦管嵴的关系，此型又可分为升主

动脉前壁型（窦管嵴之上）、对侧主动脉窦前壁型

（窦管嵴之下）。
（３）ＬＡＲＡＯ ＩＩＩ 型（其他罕见型）：排除常见的 Ｉ

型和 ＩＩ 型，其他 ＡＯＣＡ 都归为 ＬＡＲＡＯ ＩＩＩ 型。 其

中，主要包括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无冠窦（ＲＡＯ 体

位处于主动脉根部后壁）；还包括单一冠状动脉、
ＬＡＤ 与 ＬＣＸ 分别开口于左主动脉窦、造影手术无法

证实的肺动脉或锁骨下动脉起源的 ＡＯＣＡ 等
［９］。

３． ＡＯＣＡ 的选择性经皮冠状动脉造影：术者在

常规位置如未能发现对应冠状动脉时，应高度怀疑

存在 ＡＯＣＡ。 在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之前，我中心术者

通常会使用已有的造影导管或猪尾导管在 ＬＡＯ 体

位进行主动脉窦、主动脉根部造影，然后再根据影像

学线索去选择特殊造影导管和投照体位去寻找冠状

动脉的异常开口。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后，我中心开始采用了与

ＬＡＲＡＯ 分型相对应的 ＡＯＣＡ 血管造影手术流程，即
依次采用 ＬＡＯ 和 ＲＡＯ 两个经典体位，利用 ５Ｆ Ｏｕｔ⁃
ｌｏｏｋ Ｔｉｇｅｒ Ｉ 或 ６Ｆ Ｊｕｄｋｉｎ Ｒ ４ ０ 在对侧主动脉窦、主
动脉根部前壁、主动脉后窦进行非选择性“冒烟”，
必要时选择特殊造影导管送至异常血管开口。

４． 记录所有 ＡＯＣＡ 患者一般资料：包括年龄、
性别、吸烟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血脂异常和早

发心血管病家族史。 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及早

发心血管病家族史的诊断参照 ２０１１ 年《中国心血管

病预防指南》 ［３］。 造影资料记录冠状动脉开口位置

及 ＬＡＲＡＯ 分型、导管使用数量、造影手术曝光时

间、造影剂用量。
５．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 软件。 计量资料以

均数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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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率）表示，组间比较用卡方检验或精确（Ｆｉｓｈ⁃
ｅｒ′ｓ）检验法。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 １　 ＡＯＣＡ 的 ＬＡＲＯＡ 分型示意图

Ａ：为左前斜体位主动脉根部造影的实例和 ＬＡＲＡＯ 分

型示意图；Ｂ：为右前斜体位主动脉根部造影实例及

ＬＡＲＡＯ 分型示意图。 注：Ｉ、ＩＩ、ＩＩＩ 分别代表各型 ＡＯＣＡ
异常的开口位置，其中 Ｉ 和 ＩＩ 区域是 ＡＯＣＡ 常见区域。
左前斜位示意图中的升主动脉中轴线是起自于左右窦

交界的一条假想直线，与主动脉瓣环平面相垂直；窦管

嵴连线为左、右窦与主动脉交界处窦管嵴的连线。
ＬＡＯ：左前斜位， ＲＡＯ：右前斜位， ＲＣＳ：主动脉右窦，
ＬＣＳ：主动脉左窦，ＮＣＳ：主动脉无冠窦（后窦），ＲＣＡ：右
冠状动脉，ＬＭ：左主干

结　 果

１． ＡＯＣＡ 的患病率及 ＬＡＲＡＯ 分型情况（表 １，
图 ２）：在符合入选标准的 ２ ０６７ 例患者中，冠状动脉

造影发现 ＡＯＣＡ 者 １９ 例，患病率为 ０ ９２％ 。 其中，
ＲＣＡ 起源异常 １２ 例（占 ＡＯＣＡ 的 ６３ ２％ ），尤以

ＲＣＡ 异常开口于升主动脉最为多见。 ＬＣＡ 起源异

常次之，占 ＡＯＣＡ 的 ３１ ６％ 。 而双侧冠状动脉同时

起源异常则极为罕见，仅发现 １ 例（５ ３％ ）。
采用 ＬＡＲＡＯ 分型方法，１９ 例 ＡＯＣＡ 者中有 １３

例冠状动脉开口起源于升主动脉前壁或对侧主动脉

窦前壁，即 ＬＡＲＡＯ ＩＩ 型最为多见（占 ６８ ４ ％ ）。 而

ＬＡＲＡＯ Ｉ 型为 ５ 例（占 ２６ ３ ％ ），其中 ２ 例为右冠

状动脉起源毗邻于左主干开口偏前部位，２ 例为回

旋支单独起源于右冠状动脉开口后侧，１ 例为左主

干异常起源于右冠状动脉开口附近。 ＬＡＲＡＯ ＩＩＩ 型
最为少见，仅发现 １ 例（０ ５％ ）左前降支与回旋支

分别开口于左主动脉窦（左主干缺如）。
２． ＬＡＲＡＯ 分型与最佳造影导管：对于 ＬＡＲＡＯ Ｉ

型病例，最终都是选择同侧造影导管完成造影手术。

在右冠状动脉异常开口于左主干开口周围的 ２ 例患

者中，均使用 Ｊｕｄｋｉｎ Ｌ３ ５ 造影导管完成选择性造

影。 ２ 例左回旋支开口于右冠状动脉开口周围的病

例分别使用 ５Ｆ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Ｔｉｇｅｒ Ｉ 共用导管、 Ｊｕｄｋｉｎ
Ｒ３ ５ 造影导管进行选择性造影。 左主干异常开口

于右冠状动脉开口附近的 ＡＯＣＡ 病例则选择 Ａｍｐ⁃
ｌａｚｅ Ｒ ２ 完成手术。

在 １３ 例 ＬＡＲＡＯ ＩＩ 型患者中，１０ 例患者（７６ ９
％ ）最终选择 Ａｍｐｌａｚｅ Ｌ 造影导管成功到位于异常

冠状动脉开口，并顺利完成造影手术；３ 例患者使用

常规 ５Ｆ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Ｔｉｇｅｒ Ｉ 共用导管顺利到位，且均为

升主动脉前壁型。
３． ＬＡＲＡＯ 分型对冠状动脉造影手术过程的影

响：为了评价 ＬＡＲＡＯ 分型对手术操作的影响，本研

究按照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的时间将 ＡＯＣＡ 病例进行

分组。 在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之前的 ８ 个月（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时间内，共造影诊断 ＡＯＣＡ 病

例 １０ 例（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之前组）；而之后 ４ 个月

共诊断 ＡＯＣＡ 病例 ９ 例 （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之后

组）。 从表 ２ 可知，这两组 ＡＯＣＡ 患者临床基线资

料基本一致，仅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之前组的血脂异

常患病比例明显较高（Ｐ ＝ ０ ０３３）。
在这种新型 ＡＯＣＡ 分型提出之前，造影手术所需

的导管数量、对比剂剂量及 Ｘ 线曝光时间分别为

（２ ６０ ± ０ ８４）、（６８ ０ ± １５ ４９）ｍＬ、（８ ９６ ± ２ ０９）分
钟。 而在 ＡＯＣＡ 分型提出之后，造影诊断 ＡＯＣＡ 病例

９ 例，手术所需的导管数量、对比剂剂量及 Ｘ 线曝光

时间分别为（１ ６７ ± ０ ７０）、（４７ ２２ ± ６ １８）ｍＬ、（６ ６４
±１ ６９）分钟，均较前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图 ２）。 尽

管在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之后，成功经桡动脉完成手术

的比例低于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之前组（７７ ８％ ｖｓ．
９０ 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４６６）。

表 １　 ＡＯＣＡ 开口位置及 ＬＡＲＡＯ 分型［ｎ（％ ）］

ＡＯＣＡ 开口部位 数值
ＬＡＲＡＯ 分型

Ｉ 型 ＩＩ 型 ＩＩＩ 型
ＲＣＡ 开口异常 １２（６３ ２） — — －
ＲＣＡ 开口于左窦 ４（２１ １） ２ ２ －
ＲＣＡ 开口于升主动脉 ８（４２ １） — ８ －
ＬＣＡ 开口异常 ６（３１ ６） — — －
ＬＭ 高位 １（５ ３） — １ －
ＬＭ 开口于右窦 ２（１０ ５） １ １ －
ＬＡＤ 与 ＬＣＸ 分别开口 １（５ ３） — — １
ＬＣＸ 开口于右窦 ２（１０ ５） ２ — －
ＬＣＡ 和 ＲＣＡ 同时开口异常 １（５ ３） — — －
高位 １（５ ３） — １ －
总计 １９ ５（２６ ３） １３（６８ ４） １（０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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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 ＬＡＲＡＯ 分型的 ＡＯＣＡ 患者造影资料

Ａ：ＬＡＲＡＯ Ｉ 型右冠状动脉异常开口毗邻左主干开口（投照体位 ＬＡＯ ４０° ／ ＣＲＡ ２０°）；Ｂ：左冠状动脉

异常开口毗邻于右冠状动脉开口（投照体位 ＬＡＯ ４０°）；（Ｃ ～ Ｄ）为同一患者，Ｃ：可见左回旋支异常开口

毗邻于右冠状动脉开口下方（投照体位 ＲＡＯ ２８° ／ ＣＲＡ ２６°），Ｄ：同一体位左冠状动脉造影未发现回旋支

从左侧发出；Ｅ：ＬＡＲＡＯ ＩＩ 型右冠状动脉高位起源于升主动脉，开口已超出心影（投照体位 ＬＡＯ ４０°）；（Ｆ
～ Ｇ）为同一患者，双侧冠状动脉起源均超过窦管嵴，开口于升主动脉前壁（Ｆ：ＬＡＯ ４０°，Ｇ：投照体位 ＲＡＯ
３０° ／ ＣＲＡ ２６°）；Ｈ：在 ＲＡＯ ３０° ／ ＣＲＡ ３０°可见左前降支、左回旋支独立开口于左窦，为 ＬＡＲＡＯ ＩＩＩ 型

表 ２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及造影资料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分型之前

（ｎ ＝ １０）
分型之后

（ｎ ＝ ９）
Ｐ 值

年龄 ／岁 ６４ ９０ ± ６ １９ ５８ ８９ ± ９ ３１ ０ １１２
男性 ６（６０ ０） ６（６６ ７） １ ０００
高血压 ７（７０ ０） ３（３３ ３） ０ １１０
糖尿病 １（１０ ０） １（１１ １） １ ０００
高脂血症 ５（５０ ０） ０ ０ ０３３
吸烟史 ７（７０ ０） ４（４４ ４） ０ ３７０
冠心病早发家族史 ０ ２（２２ ２） ０ ２１１
临床诊断

　 不典型胸痛 ３（３０ ０） ３（３３ ３） １ ０００
　 稳定性冠心病 ６（６０ ０） ５（５５ ６） ０ ８４５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１（１０ ０） １（１１ １） １ ０００

图 ３　 ＬＡＲＡＯ 分型对 ＡＯＣＡ 冠状动脉造影手术所需导管数量、
对比剂剂量及 Ｘ 线曝光时间的影响

讨　 论

ＡＯＣＡ 是先天性冠状动脉畸形最为常见的一种

类型。 本研究显示，ＡＯＣＡ 患病率为 ０ ９２％ ，与国内

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４⁃６］。 异常起源的冠状动脉如

果伴有主⁃肺动脉之间的异常走行，在活动时将会受

到主动脉搏动的过分挤压，患者易发生心肌缺血、心
肌梗死甚至猝死，故称为恶性冠状动脉畸形。 为了

描述 ＡＯＣＡ 空间解剖（起源及走行）、识别这些高危

ＡＯＣＡ 患者，国外学者基于三维影像资料提出了多

种的冠状动脉 ＣＴＡ 分类或分型方法
［７⁃８］。 然而，这

些分型方法实际上并不适用于经皮冠状动脉造影所

采用的二维成像，对介入诊疗手术也缺乏指导价值。
临床上，存在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有症状 ＡＯＣＡ 患者

通常情况下会首先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而非冠

状动脉 ＣＴＡ。 对于这些未进行 ＣＴＡ 检查的患者，冠
状动脉开口异常必将增加冠状动脉造影的手术难度

和手术风险。 因此，临床工作尚需要一种可适用于

Ｘ 线二维成像并能指导介入手术的 ＡＯＣＡ 分型

方法。
我中心提出的 ＬＡＲＡＯ 分型方法是依靠 ＬＡＯ 和

ＲＡＯ 两个相互交叉的投照体位，对 ＡＯＣＡ 开位置进

行空间定位和分型。 在 ＬＡＯ 体位，左、右窦以及升

主动脉的空间关系可得到充分展示，便于明确 ＡＯ⁃
ＣＡ 和诊断 ＬＡＲＡＯ Ｉ 型 ＡＯＣＡ。 而在 ＲＡＯ 体位，主
动脉（窦） 前壁或后壁得以完全分开，便于诊断

ＬＡＲＡＯ ＩＩ 型和开口于后窦的 ＩＩＩ 型 ＡＯＣＡ。 对这 １９
例 ＡＯＣＡ 造影资料进行汇总分析的结果显示，
ＬＡＲＡＯ Ｉ 型和 ＩＩ 型是临床中常见的两种冠状动脉

异常起源类型，尤其是开口于主动脉根部前壁的

ＬＡＲＡＯ ＩＩ 型最为多见，占到 ＡＯＣＡ 的 ２ ／ ３ 以上。 换

而言之，主动脉根部前壁、对侧冠状动脉开口周围是

ＡＯＣＡ 的常见部位或“热点区域”。 这一结论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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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
更为重要的是，它对 ＡＯＣＡ 冠状动脉造影操作有着

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在对应主动脉窦内未发现冠状

动脉开口时，术者应采取 ＬＡＯ 和 ／或 ＲＡＯ 体位，依
次在这两个“切线位”去旋转导管，并将头端指向这

些“热点区域”（图 １），从而实现定向寻找 ＡＯＣＡ 异

常开口。 对于罕见的 ＬＡＲＡＯ ＩＩＩ 型，如在后窦也未

发现冠状动脉异常开口，应考虑到冠状动脉异常起

源于外周动脉甚至肺动脉
［９］，尽早结束手术，择期

行冠状动脉 ＣＴＡ 加以证实。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

型基于对 Ｘ 线二维图像的理解，对血管开口位置只

是一种大体的空间定位，其结果与 ＣＴＡ 三维成像的

精确定位之间会略有不同。
合理的导管选择也是顺利找到冠状动脉异常开

口的重要保证。 正如本研究所显示，对于异常开口

毗邻对侧冠状动脉开口的 ＬＡＲＡＯ Ｉ 型，适合对侧冠

状动脉造影的导管，通常也适合于异常开口的冠状

动脉，例如 Ｊｕｄｋｉｎ 造影或 Ｏｕｔｌｏｏｋ 共用导管可用于

进入异常起源于左主干开口附近的右冠状动脉。 在

本研究中，近 ７０％的 ＬＡＲＡＯ ＩＩ 型 ＡＯＣＡ 最终依靠

Ａｍｐｌａｚｅ Ｌ １ ０ ／ ０ ７５ 导管完成造影。 因此，对于异

常开口于升主动脉或对侧主动脉窦前壁的 ＩＩ 型 ＡＯ⁃
ＣＡ，ＲＡＯ 体位采用 Ａｍｐｌａｚｅ Ｌ 系列导管可能是最好

的选择。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之后，我中心进行 ＡＯＣＡ 血管

造影手术所需的导管数量、Ｘ 线曝光时间及对比剂

剂量均较前明显减少。 这提示 ＬＡＲＡＯ 分型对于

ＡＯＣＡ 也是一种实用的冠状动脉造影方案，它可规

范和统一了 ＡＯＣＡ 血管造影流程，从而减少了术者

盲目的手术操作和手术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
ＬＡＲＡＯ 分型的提出并未改善 ＡＯＣＡ 经桡动脉造影

的成功率，甚至略低于 ＬＡＲＡＯ 分型之前。 这一结

果主要与 ＬＡＲＡＯ 分型之后患者组的桡动脉穿刺率

成功率偏低有关。 在本研究中，３ 例经股动脉完成

手术的病例仅有 １ 例患者是由于桡动脉无法发现异

常冠状动脉开口而改变血管入路，另外 ２ 例是因为

桡动脉穿刺失败而选择股动脉，且都属于 ＬＡＲＡＯ
分型提出之后病例组。 此外，这一结果也与本研究

病例数偏少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病例数尽管有限，但已初步

证实 ＬＡＲＡＯ 分型是一种简单、使用的 ＡＯＣＡ 分型

方法，适用于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手术所采用的二维

成像，并可指导介入手术操作。 这种分型方案的真

实临床价值尚需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进一步加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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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理·
〈论著〉

１０ 例心脏乳头状弹力纤维瘤临床病理分析

滕 飞　 陈 东　 方 微　 商建峰　 武迎　 崔亚艳　 付稳　 石凤茹　 李彦玮　 连国亮

　 　 ［摘要］ 　 目的：探讨心脏乳头状弹力纤维瘤的临床病理特征、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及预后特点，
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 ＨＥ 染色、免疫组织化学及特殊染色技术对 １０ 例原发性心脏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进行形态学研究，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及病理学特征。 结果：镜下见肿瘤呈细乳头

状结构，乳头轴心由弹力纤维构成，表面被覆单层扁平或立方上皮细胞，免疫组化： 乳头状表面被覆的

上皮 Ｖｉｍ 和 ＣＤ３４（ ＋ ） ，乳头轴心则 Ｓ⁃１００ 蛋白（ ＋ ），弹力纤维染色（ ＋ ）。 结论：心脏乳头状弹力纤维

瘤患者缺乏特征性临床症状和体征，易与心脏相关疾病混淆。 组织病理学特点，免疫组化标记及特殊染

色有助于肿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关键词］ 　 病理学；弹力纤维瘤；原发性；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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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ｍａｃ⁃
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Ｐａｒａｆｆｉ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ｄ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ｏｍ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ｕｂｉｃ ａｎｄ ｆｌａ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ｕｂｉｃ ａｎｄ ｆｌａ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Ｄ１， ＣＤ３４ ａｎｄ Ｖｉｍｔｉｎ， ｗｈｉｌｅ Ｓ⁃１００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ｂｅｒ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ｓｉｌｙ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Ｆｉｂｒｏ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Ｈｅａｒｔ；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ｅｌａｓｔｏｍａ）是
一种生长在心内膜上心脏原发性良性肿瘤，占原发

性心脏肿瘤不到 １０％ ［１］，多发生于心脏瓣膜，此肿

瘤比较少见。 国内报道 ２０ 余例，大部分为个案报

道，本文对我院 １０ 例原发性心脏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探讨其临床及病理特征，诊断

及鉴别诊断，以提高病理医师和临床医师对该肿瘤

的认识。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收集北京安贞医院病理科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期间，１０ 例心脏手术病例资

料。 所有病例均为术前心脏彩超检查发现心脏占位

或术中所见瓣膜“赘生物”，并伴有不同临床表现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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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０ 例原发性心脏乳头状弹力纤维瘤临床资料

序号 性别 年龄（岁） 症状 部位 瓣膜功能 肿瘤大小（ｃｍ３） 手术方式 病理诊断

１ 女 ３８ 胸闷气短 １２ 年 二尖瓣前叶 二尖瓣狭窄 １ × ０ ７ × ０ ５ 瓣膜替换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２ 男 ３９ 心悸乏力 ２ 个月 二尖瓣前叶 正常 １ １ × ０ ９ × ０ ７ 切除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３ 女 ５７ 活动后心慌 ３ 年 二尖瓣前叶 二尖瓣狭窄 ０ ５ × ０ ４ × ０ ３ 剥离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４ 女 ７４ 胸痛憋喘 １ 年 右心房内 三尖瓣反流 ２ ５ × ２ × １ ５ 成形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５ 男 ７７ 心前区不适 ２ 年 右心房内 正常 １ ８ × １ ５ × ０ ４ 切除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６ 男 ６０ 胸闷气短 ２ 年 主动脉瓣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１ × ０ ６ × ０ ５ 瓣膜替换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７ 女 ５６ 胸闷心悸 ２ 年 二尖瓣前叶 二尖瓣关闭不全 １ × ０ ７ × ０ ６ 瓣膜替换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８ 男 ６１ 间歇胸痛 ７ 年 二尖瓣前叶 三尖瓣反流 ０ ８ × ０ ７ × ０ ５ 切除成形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９ 女 ７６ 活动后胸闷 １ 年 三尖瓣右叶 三尖瓣反流 １ ５ × １ ３ × ０ ７ 瓣膜替换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１０ 男 ３５ 胸闷气短 １ 年 二尖瓣前叶 二尖瓣狭窄 ０ ６ × ０ ５ × ０ ５ 瓣膜替换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注：ＡＳ：主动脉狭窄；ＭＳ：二尖瓣狭窄；ＭＩ：二尖瓣关闭不全；ＭＶＲ：二尖瓣替换；ＡＶＲ：主动脉替换

图 １　 肿瘤在水中显示“海葵样”外观；图 ２ 肿瘤呈乳头状，表面被覆单层扁平或立方内皮细胞，中央为玻璃样变间

质（ＨＥ × ２００）；图 ３ 乳头表面被覆的单层扁平或立方内皮细胞 ＣＤ３４（ ＋ ）（ＨＥ × ２００）；图 ４ 乳头表面被覆的单层

扁平或立方内皮细胞 Ｖｉｍｉｔｉｎ（ ＋ ）（ＨＥ × ４００）；图５ 乳头轴心的纤维组织 Ｓ⁃１００ 蛋白（ ＋ ）（ＨＥ × ４００）；图６ 弹力 ＶＧ
染色显示基底部致密的轴心。 分枝状乳头由纤细轴心和周围同心圆排列的弹性纤维轴心周围为富含酸性粘多糖

的薄层粘液，乳头表面被覆内皮细胞（ＨＥ × ２００）。

　 　 ２． 方法　 手术标本均用 ４％中性甲醛固定，常规

石蜡制片，ＨＥ 染色，光镜观察。 免疫组 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Ｍｓｕ⁃
ｐｅｒ 二步法。 所用抗体 ＣＤ３１、ＣＤ３４、Ｖｉｍｅｎｔｉｎ、Ｓ⁃１００
均购自 Ｄａｋｏ 公司，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操作。 ＰＢＳ
代替一抗为阴性对照，相应病变组织为阳性对照。 特

殊染色应用弹力纤维及 Ｖａｎ Ｇｉｅｓｏｎ 染色。

结　 果

１． 巨检 　 肿瘤为乳白色类圆形肿物， 浸入水

中时肿物呈“海葵样”外观（图 １），表面见绒毛状细

长乳头。 肿瘤最大 ２ ５ｃｍ ×２ ｃｍ ×１ ５ ｃｍ，最小 ０ ５
ｃｍ × ０ ４ ｃｍ × ０ ３ ｃｍ。 切面乳白色，有黏液感，
质软。

２ 镜检　 肿瘤呈分支细乳头状，乳头轴心为红

染均质状物（图 ２）。 表面被覆单层扁平或立方上

皮，上皮形态规则，胞质尚丰富，淡伊红染，核卵圆

形，未见核分裂象及坏死。
３． 免疫组化　 肿瘤的乳头表面被覆的单层扁平

或立方上皮 ＣＤ３１ （ ＋ ）、ＣＤ３４（ ＋ ） （图 ３）、Ｖｉｍｉｔｉｎ
（ ＋ ）（图 ４）； 乳头轴心的纤维组织 Ｓ⁃１００ 蛋白（ ＋ ）
（图 ５）。

４． 特殊染色　 弹力纤维染色示乳头中心可见呈

环状排列的较纤细的弹力纤维（图 ６）。
５． 病理诊断：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讨　 论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是一种罕见的良性肿瘤，虽
然目前资料显示其发病率占原发性心脏肿瘤的不到

１０％ ，但该肿瘤却是瓣膜上最常见的原发性肿瘤，
约占瓣膜肿瘤的 ９０％ ［２］。 肿瘤主要发生于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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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
［３⁃４］，亦可发生于房室内膜、乳突肌及腱索

［５］。 本

组其中 ６ 例肿瘤位于二尖瓣前叶，１ 例位于主动脉

瓣，１ 例位于三尖瓣，２ 例位于右心房心内膜壁，其好

发生部位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关于肿瘤组织发生

一直是争论点，乳头状弹力纤维瘤多被描述为肿瘤、
错构瘤、机化血栓以及心内膜对损伤的一种特殊反

应
［６］；也有证据表明医源性因素可导致肿瘤发生，

如胸部放疗、心脏切开手术。 目前关于乳头状弹力

纤维瘤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
临床特点：乳头状弹力纤维瘤患者可见于任何

年龄，多见于中老年人或慢性心血管病患者，偶见于

儿童与婴儿，男女比例相当
［７⁃１０］。 临床表现不一，本

瘤最常见的临床症状表现为胸闷、心慌、乏力、发热

及栓子栓塞等，发生在瓣膜上可引起瓣膜功能不全

等相应的临床症状，但部分患者可无明显临床症状。
发生于主动脉瓣者可致冠状动脉口阻塞，引起心绞

痛或心肌梗死，肿瘤栓子脱落常致昏厥或猝死
［９］。

因其无特征性的临床表现，故常不能被及时和正确

诊断。
病理学特点：心脏乳头状弹力纤维瘤自瓣膜或

房室内膜壁发生，肿瘤可呈广基或带有细短蒂附于

瓣膜或心内膜表面，肿瘤多呈乳白色，表面呈绒毛状

或菜花样，多具有特征性的“海葵样”外观。 质软，
多为单个，也可为多发性

［９］，直径：２ ～ ５０ｍｍ［１１］，大
多数 ＜ １０ｍｍ；光镜下肿瘤形态为细乳头状的分支结

构，乳头表面被覆增生的心内膜细胞，乳头轴心由致

密结缔组织，弹力纤维、平滑肌细胞及黏多糖基质组

成，其中以弹力纤维为主。 免疫组织化学：肿瘤表层

细胞与深层表达不一致，主要表达 ＣＤ３４、ｖｉｍｅｎｔｉｎ、
ＣＤ３１、第Ⅷ因子相关蛋白及 Ｓ⁃１００ 等。 另外弹力纤

维染色可显示乳头内的弹性纤维组织平行排列。
鉴别诊断：心脏的乳头状弹力纤维瘤根据发生

部位及组织学形态不难做出诊断，但因其并发症可

见于许多基础疾病中，所以该病仍需与以下几类心

脏的原发性肿瘤鉴别：① 乳头状黏液瘤：一般附着

于房间隔，极少位于瓣膜表面；多不含有弹力纤维，
镜下可见典型的多角形及星形黏液瘤细胞，围绕血

管腔排列呈环状结构
［１０］。 ② 横纹肌瘤：多见于婴

幼儿，约 ５０％病例同时兼有脑结节性硬化。 肿瘤位

于心肌内，镜下可见特征性的“蜘蛛样”肿瘤细胞。
③巨大的 Ｌａｍｂｌ 瓣膜小刺：多发生在瓣膜的闭锁缘

上和 Ａｒａｎｔｉｕｓ 小结的针芒状突起，不见于半月瓣的

动脉面或心壁的心内膜，而乳头状弹力纤维瘤，可以

发生于上述这些部位，特别是房室瓣的中部而非闭

锁缘。 另外， Ｌａｍｂｌｅ 瓣膜小刺内为沉积的纤维素，
不含黏多糖、平滑肌细胞和弹力纤维， 而乳头状弹

力纤维瘤则主要含有以弹力纤维为主的各种成

分
［１１］；④ 纤维瘤、血管瘤和脂肪瘤，症状和体征与

肿块效应有关。 ⑤ 错构瘤，最常见部位是室间隔，
一般伴有心率失常。

治疗及预后：原发性心脏乳头状弹力纤维瘤临

床诊断较为困难，可能与多数患者无明显临床症状

以及该肿瘤在临床上与其他心脏疾病的临床表现相

同有关。 即使该肿瘤为良性肿瘤， 由于占据了要害

部位，易引起心绞痛或猝死，后果也十分严重。 近年

来，随着医学影像学和心脏外科手术的快速发展，
基本能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而手术切除标本根

据组织病理学特点以及免疫组化标记物的应用可最

终确诊。 也为临床治疗及预后分析提供了形态学依

据。 手术切除可治愈，本组 １０ 例患者术后随访 ６ 个

月 ～ １０ 年，均恢复情况良好，正常生活，未见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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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超声造影评价肾动脉支架置入术后

支架通畅及肾脏血流灌注２例报告

张依然　 勇 强　 史素君　 郭 曦　 王国勤

　 　 ［关键词］ 　 超声造影； 肾动脉介入； 肾脏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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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共振成像（ＭＲ）灌注成像是一种功能成像，是通过观

察顺磁性对比剂（Ｇｄ⁃ＤＴＰＡ）在肾实质的灌注、滤过至排出的

过程，进而获得肾脏实质信号强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动态

增强 ＭＲ 灌注成像可分别测量和分析肾皮质、髓质和整个肾

脏的血流灌注信息，能较好评估肾功能的变化，但造影剂亦

对检测者有肾损害的可能，体内有金属异物者不适宜进行此

项检查，且检查时间较长。 超声造影技术是一种简便省时、
无辐射性、无肾毒性、非侵入性评估肾动脉有无狭窄，以及判

断狭窄程度和肾实质血流灌注情况的新方法。 现将利用超

声造影评价我院 ２ 例肾动脉支架置入术后，出现肾脏功能异

常患者，其支架通畅情况以及肾脏血流灌注情况进行讨论。
常规超声、超声造影检查均应用日立公司 Ｐｒｅｉｒｕｓ 型彩色多普

勒超声诊断仪，使用 ５ ～ １ＭＨｚ 凸阵探头。 超声造影剂使用

Ｂｒａｃｃｏ 公司生产的六氟化硫微泡（商品名 ＳｏｎｏＶｕｅ）。 患者于

前一天晚 ２２：００ 后禁食、水，第二天上午空腹检查，操作时患

者平卧于诊床上，充分暴露腹部及两侧腰部，检查时嘱患者

平静呼吸。
病例 １：患者男性，４６ 岁，因药物控制血压不满意，血压

波动 １８０ ～ １９０ ／ ９５ ～ １１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之间，肌
酐波动 １８５ ９ ～ ２６８ ５ ｕｍｏｌ ／ Ｌ 之间，常规超声造影诊断右肾

动脉起始段中⁃重度狭窄（图 １）入院，在术前应用超声造影行

右肾血流灌注，右肾达峰时间 １４ ６ｓ，达峰强度 ９０ １４ｄＢ，提
示肾内灌注在正常范围内。 经数字减影血管成像（ＤＳＡ）证
实右肾动脉起始段中⁃重度狭窄，遂行支架置入纠正右肾动

脉起始段中⁃重度狭窄。 术后第 ３ 天患者肌酐突然升高至

４０６ ５ ｕｍｏｌ ／ Ｌ，３ 天后恢复至术前水平，术后第 ５ 日常规超声

检查示右肾动脉起始支架未见狭窄与堵塞（图 ２），但峰值流

速仅约为 ５８ ９ ｃｍ ／ ｓ。 再行超声造影，右肾达峰时间 ８ ０ｓ，达
峰强度 ７７ ５３ｄＢ，提示肾内血流灌注异常。 超声检查显示支

架在腹主动脉游离端长度约 ５ｍｍ（患者右肾动脉动脉粥样硬

化（Ａｓ）非常严重，术中推送支架异常困难造成支架游离端

长度较长）。 因此，此进入患者右肾动脉的血流不是直接由

腹主动脉顺势流入，而是由于支架游离端过长改变血流方

向，使腹主动脉内血流顺势流入减弱，即血流先与支架管壁

碰撞再流入右肾动脉，造成右肾动脉血流较慢。 此外，此患

者肾功能的急性加重应考虑为造影剂急性肾损害（威视派克

造影剂量为 ４０ｍＬ），若为肾动脉支架内血流速度慢或微血栓

导致的急性肾功能不全不会在 ３ 天内迅速恢复。

图 １　 患者术前超声造影声像图 　 患者右侧肾动脉

起始段可见微气泡充填，管腔可见狭窄

图 ２　 患者术后常规彩色多普勒超声声像图　 患者右侧肾动脉

支置入术后其内彩色血流信号充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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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超声造影声像图　 患者右侧肾动脉起始段支架内可见微气泡充填，管腔可

见多发不规则狭窄　 图 ４　 常规彩色多普勒超声声像图　 患者左侧肾动脉支架

显示良好，管腔内可见彩色血流信号充盈缺损　

病例 ２ 患者男性，５７ 岁，近来发现高血压，血压波动在

１５０ ～ １８０ ／ １１０ ～ １４０ｍｍＨｇ 之间，肌酐 １３５ ２ｕｍｏｌ ／ Ｌ，行常规超

声检查提示双侧肾动脉起始段中度狭窄，超声造影提示左侧

肾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伴左肾血流灌注异常 （达峰时间

９ １ｓ，达峰强度 ６１ ５４ｄＢ），右肾动脉起始段中度狭窄，右肾血

流灌注未见明显异常（达峰时间 １１ ８ｓ，达峰强度 １００ ４ｄＢ）。
双侧肾动脉支架置入术后 １ 个月余行超声造影检查提示双

侧肾动脉起始段支架通畅，双侧肾内血流灌注未见明显异常

（左肾达峰时间 ８ ３ｓ，达峰强度 ９４ ９ｄＢ，右肾达峰时间 ６ ９ｓ，
达峰强度 ９３ ４７ｄＢ）。 术后 ３ 个月出现血压波动较大（１５０ ～
１８０ ／ １１０ ～ １４０ｍｍＨｇ 之间），复查肌酐为 １３５ ２ ｕｍｏｌ ／ Ｌ，常规

超声检查提示右侧肾动脉起始支架后方前壁见大小约

０ １５ｃｍ × ０ ６４ｃｍ 低回声斑块，右侧肾动脉支架近端后壁见

大小约 ０ １８ｃｍ × ０ ２９ｃｍ 低回声，右侧支架内血流束宽约

０ １７ｃｍ，ＰＳＶ ＞ ６５０ｃｍ ／ ｓ，左侧肾动脉支架前壁见大小约 ０ １０
× ０ ６７ｃｍ 低回声，左侧支架内血流束宽约 ０ １０ｃｍ，ＰＳＶ ＞
６００ ｃｍ ／ ｓ，超声造影检查提示，左侧肾动脉起始段支架内灌

注血流束宽约 ０ １２ｃｍ（图 ３），右侧肾动脉起始段支架内灌注

血流束宽约 ０ １８ｃｍ（图 ４），提示双侧肾动脉起始段术后再狭

窄，右侧肾动脉（支架后方）轻度狭窄，双侧肾内血流灌注异

常（左肾达峰时间 １１ １ｓ，达峰强度 ８０ ４ｄＢ，右肾达峰时间

　 　 　 　

３ １ｓ，达峰强度 ６２ ９８ｄＢ）。
　 　 上述病例的结果提示应用超声造影检查，有助于通

过对比肾动脉支架置入术前、后肾脏灌注量反映肾功能的相

关性，同时也可更好地观察支架内血流是否通畅，且有助于

鉴别肾动脉支架置入术后患者出现高血压和肾功能异常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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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报告·

主动脉瓣置换术后食道梗阻的诊断与处理１例
孙建超　 甘辉立　 张健群　 冯 磊　 王胜询

　 　 ［关键词］ 　 主动脉瓣置换；食道梗阻；心脏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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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资料： 患者女性，６１ 岁，因“活动后胸前区疼痛 ４ 年

余，加重 ４ 月余”入院。 入院前后无进食障碍。 入院后完善

相关检查，诊断为“主动脉瓣狭窄（重度）并关闭不全（中⁃重
度）”。 在全麻体外循环下行主动脉机械瓣置换术，术中探查

主动脉瓣，以 Ｓｔ． ＪＵＤＥ． １９ ＲＥＡＧＥＮＴ 机械瓣置换之，手术过

程顺利，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返回 ＩＣＵ 监护。 术后第一天，患
者顺利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由 ＩＣＵ 返回病房治疗，并能进

食流质饮食和口服药物。 术后第二天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等

症状，考虑为心脏外科手术后常规并发症，给予奥美拉唑镁

肠溶片、加斯清片口服，甲氧氯普胺注射液肌注，并予以支持

治疗。 术后第四天，患者症状无明显改善，并自述胸骨角水

平梗阻感，即行胸部 ＣＴ 检查，结果提示食管梗阻、食道扩张，
食物残渣聚积（见图 １ａ），即行禁水食、留置胃管减压治疗。
术后第五天患者吞服以 ０ ９％ 氯化钠液稀释碘帕醇注射

　 　 　 　

液
［１］２０ｍＬ 行食管造影发现有食道梗阻，贲门以上食管扩张，

贲门处重度狭窄，可见明显“鸟嘴征“（见图 １ｂ），怀疑为贲门

肌痉挛或贲门失弛缓症
［２］ ，不排除食道基础性占位病变。 因

病情较重未能行胃镜检查。 考虑患者营养等问题，留置

ＰＩＣＣ 管进行支持治疗以入液，并留置胃管负压吸引食物残

渣。 同时给予山莨菪碱注射液肌注以解痉、口服 １０％氯化钠

以消除食道黏膜水肿等治疗，术后第六天，患者自述恶心症状

减轻，喝水、服用浓氯化钠均未出现呕吐症状，患者自述有饥

饿感，再次吞服碘帕醇注射液（０ ９％氯化钠液稀释）２０ｍＬ 后

行食道造影检查，提示贲门上食管扩张较前减轻，造影剂顺利

通过食道入胃（图 １ｃ：可见食道下端较前明显变窄，鸟嘴征消

失）。 考虑患者症状减轻，且心功能恢复较好，继续主动脉机

械瓣置换术后常规治疗的同时建议患者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支

持治疗，出院 ３ 天后进流质饮食、５ 天后恢复正常进食。

图 １　 胸部 ＣＴ 检查图像　 Ａ：食管梗阻、食道扩张，食物残渣聚积，Ｂ：贲门处重度狭窄，可见明显“鸟嘴征“，Ｃ：食道

下端较前明显变窄，鸟嘴征消失

　 　 讨论：心脏手术前饮食正常的患者在术后因应激性反应

很多出现纳差、厌食，也可能出现呕吐、腹痛等症状
［３］ ，多经

抗胃酸质子泵抑制剂、胃肠动力药物、支持治疗、下床活动后

第二或第三天逐步好转。 本例患者在术后早期亦循此路径

治疗而未愈，直到术后第五天经 ＣＴ 检查及食道造影发现有

　 　 　 　

食道梗阻，而患者在术前没有进食饮水障碍，其发病原因考

虑为食道痉挛或食道黏膜水肿，因而山莨菪碱注射液肌注以

解痉
［４］ 、口服 １０％ 氯化钠以消除食道粘膜水肿等治疗方法

有效，迅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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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护理·
〈论著〉

二氧化碳在瓣膜手术中的应用及护理管理

张鸿英　 李砚萍

　 　 〔摘要〕 　 目的：评价心脏瓣膜手术术中向术野吹入二氧化碳对心脏复跳的影响。 方法：连续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间，在北京安贞医院行心脏瓣膜病手术患者 １４０ 例，根据术中是否向术野吹

入二氧化碳，分为试验组（二氧化碳组，ｎ ＝ ７０）和对照组（未使用二氧化碳组，ｎ ＝ ７０），观察开放升主动

脉后心脏复跳情况。 结果：所有患者手术均成功，无一例住院死亡。 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体外循

环转机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等相关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开放升主动脉后试验组患

者中 ５２ 例心脏自动复跳，自动复跳率为 ７４． ３％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２６ 例，３７． １％ ），差异具有明显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开放升主动脉后，经食道超声观察发现试验组患者心腔内残余的气体较少。 结

论：心脏瓣膜手术术中向术野吹入一定量的二氧化碳，可提高心脏自动复跳率，具有一定的心肌保护作

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二氧化碳；瓣膜置换；护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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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是微创腔镜外科术中最常用的气体，
广泛用于普通外科、妇科手术

［１⁃２］。 相比较而言，心
脏外科术中使用二氧化碳相关报道较少

［３］，本研究

观察心脏瓣膜手术期间向术野吹入二氧化碳，评价

术野吹入二氧化碳对心脏复跳的影响。 现将该技术

的术前准备及术中配合介绍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间，在北京安贞医院择期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患者

１４０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二氧化碳组，ｎ ＝ ７０）和对

照组（未使用二氧化碳组，ｎ ＝ ７０）。 其中，男性 ９８
例，女性 ４２ 例。 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如年龄、
体表面积、心脏功能分级、左心室射血分数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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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２． 手术方法：所有患者常规下食道超声探头，

术中均使用超声心动监测心腔内是否存在残留气

体。 全组患者均采用常规正中开胸，建立体外循环。
鼻咽温降至 ３５℃以下时，阻断升主动脉，经主动脉

根部灌注 ４∶ １高钾含血冷停跳液（首次剂量为 １５ ～
２０ｍＬ ／ ｋｇ）行心肌保护，期间 ２５ ～ ３０ 分钟追加灌注 ４
∶ １低钾含血冷停跳液，其剂量为首次剂量的 ５０％ 。
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患者，使用左、右停跳液灌注

管，经左、右冠状动脉开口直接灌注心脏停跳液。 心

腔内操作基本完成时，充分排气，开放升主动脉，充
分辅助后停止体外循环，逐层止血、关胸。

３． 使用方法与护理配合：（１）相关物品准备：手
术开始前，巡回护士将清洁过的二氧化碳气罐在专

门人员的帮助下，稳妥地安置于手术间中，尽量靠近

手术台，可以缩短吹管的长度。 查看流量表，确定二

氧化碳气罐内的气体是否充分。 出气口端用无菌引

流管接紧，尾端用无菌过滤器衔接后保持无菌状态

备用。 器械护士术前在无菌台上放置好一根引流管

用作二氧化碳吹管。
（２）术中配合：手术期间，体外循环转机后，器

械护士将准备好的二氧化碳吹管固定好后用无菌方

式递于巡回护士，巡回护士将过滤器端与吹管连接

后，器械护士将保留在手术台上的二氧化碳吹管这

端用小纱布包裹后放入盛有 ２５０ｍＬ 的 ０． ９％氯化钠

溶液容器中，这时巡回护士将二氧化碳气罐上的阀

门打开，调节至 ４ ～ ６Ｌ ／分钟，器械护士观察水中吹

出的气体量，有气泡翻滚即可。 递于手术医生放入

心房腔内，即可开始进行瓣膜置换手术。 缝合完心

房壁或房间沟后将二氧化碳关闭。
４． 注意事项：（１）预防感染：术中应严格执行无

菌操作规程，预防感染。 由于该手术均为心腔内手

术，一旦感染，必将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危及患者生

命。 （２）积极避免高二氧化碳危害：积极避免二氧

化碳过量，导致二氧化碳中毒、高二氧化碳血症。 可

以通过控制二氧化碳高压气罐的气压来避免。

结　 果

所有患者手术均成功，无一例住院死亡。 其中

二尖瓣置换 １８ 例，二尖瓣合并主动脉瓣置换 ３２ 例，
二尖瓣合并三尖瓣成型加心房颤动 ８２ 例，二尖瓣置

换合并旁路移植 ８ 例。 平均手术时间 ２４０ 分钟，体
外循环时间 ５０ ～ １３６ 分钟，主动脉阻断时间 ３１ ～ ８６
分钟。 开放升主动脉后试验组患者中 ５２ 例心脏自

动复跳，自动复跳率为 ７４． ３％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２６ 例，３７． １％ ），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开放升主动脉后，经食道超声观察发现试

验组患者心腔内残余的气体较少。

讨　 论

该研究结果表明：心脏瓣膜手术期间，向术野

吹入二氧化碳，可提高心脏自动复跳率。 其可能

的原因是术中使用二氧化碳患者，开放升主动脉

后心房腔内残留气体较少。 已有研究证明术中开

放的心房腔内空气的残存量越小，越有利于手术

后的心脏复跳。
国内杨利英等报道胸腔镜辅助下小切口心脏手

术，在主动脉开放时，将自制的二氧化碳充气管放入

右心房后关心房切口，达到心腔排气的目的。 结果

显示：患者均在体外循环下胸腔镜辅助下顺利完成

手术，各项监测指标在充气前、后无明显变化，整个

过程安全、平稳。 作者认为在心脏微创手术心内操

作结束，开放主动脉时可采用二氧化碳排尽心腔残

留空气，防止术后气体栓塞。
二氧化碳是腹腔镜手术中最常用的气源，术中

气腹形成后，需要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减少二氧

化碳蓄积对手术患者的影响
［４⁃６］。 在该研究中，笔

者未观察到动脉血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或二氧化碳中

毒现象发生。
在本研究中试验组病例术中使用术野二氧化碳

吹入技术，试验组患者开放升主动脉后自动复跳率

较高，术后室性心律失常、心房颤动等心律紊乱等并

发症的发生率均较低，具有较好的心肌保护作用。
积极术前准备、术中默契配合与术者的积极配合，可
以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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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二氧化硫对大鼠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

影响的研究

孙楚凡　 陈 丽　 金 梅

　 　 ［摘要］ 　 目的：探讨二氧化硫（ＳＯ２）对大鼠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的调节作用。 方法：雄性，ＳＤ
大鼠，３２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 （ ｎ ＝ ８）、１０μｍｏｌ ／ ＬＳＯ２ 组 （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３：１ 物质的量比，ｎ ＝ ８）、
１００μｍｏｌ ／ ＬＳＯ２ 组（ｎ ＝ ８）、１０００μｍｏｌ ／ Ｌ ＳＯ２ 组（ｎ ＝ ８），应用隔离灌流方法，观察不同浓度 ＳＯ２ 灌流液对

大鼠动脉血压的变化和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功能的影响。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１０μｍｏｌ ／ Ｌ，
１００μｍｏｌ ／ Ｌ，１０００μｍｏｌ ／ ＬＳＯ２ 组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均有易化作用，其平均动脉压反射性下降的最

大值（ＲＤ）及最大斜率（ＰＳ）均升高， 阈压（ＴＰ）、平衡压（ＥＰ）及饱和压（ＳＰ）均降低，变化幅度呈浓度依

赖性。 ＳＯ２ 各组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机能曲线（窦内压⁃平均动脉压曲线，ＩＳＰ⁃ＭＡＰ 曲线）较对照组

向左下方移位。 结论：ＳＯ２ 对大鼠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活动存在易化作用，其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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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Ｏ２ｄｅｖｉａｔ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ｒａｔ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ｓｉｎｕｓ ｒｅｆｌｅｘ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ｓｉｎｕｓ ｂａｒｏｒｅｆｌｅｘ；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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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二氧化硫（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ＳＯ２）被认

为是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的大气污染物。 然而，近年

来随着气体分子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 ＳＯ２ 可对哺

乳动物的心血管系统产生影响
［１⁃２］。 正常人体内含

硫氨基酸的代谢可产生 ＳＯ２，人体内的 ＳＯ２ 以亚硫

酸盐（ ＳＯ３
２ － ／ ＨＳＯ３

－ ）形式存在。 Ｌ⁃半胱氨酸在半

胱氨酸氧化酶的作用下氧化为 Ｌ⁃半胱氨酸酰亚磺

酸，后者在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ａｍｉｎ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ＡＡＴ）的作用下转氨基生成 β⁃亚磺酰丙

酮酸，再自发分解为丙酮酸及 ＳＯ２。 ＡＡＴ 是内源性

ＳＯ２ 代谢过程中的一种关键酶
［３］。 天冬氨酸异羟肟

酸（ｈｙｄｒｏｘａｍａｔｅ，ＨＤＸ）是 ＡＡＴ 的抑制剂，可减少内

源性 ＳＯ２ 的生成。
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指出，ＳＯ２ 在心血管系统

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生理和病理生理学作用，外源

性 ＳＯ２ 及其衍生物具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等效

应
［４］，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钙离子通道及 ＫＡＴＰ通道有

关
［５］。 但 ＳＯ２ 对于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是否

存在调控作用尚未得到阐明。 本研究在麻醉大鼠颈

动脉窦区进行 ＳＯ２ 干预，采用隔离灌流方法，通过灌

流不同浓度的 ＳＯ２ 衍生物（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 ［６］，观
察大鼠动脉血压和压力感受器反射机能曲线中各参

数的变化，以探讨 ＳＯ２ 是否对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

反射存在调节作用。

材料与方法

１． 实验材料　 雄性，ＳＤ 大鼠，共 ３２ 只，体质量

（３２０ ± ２０）ｇ； 购自北京大学医学部实验动物中心，
随机分为四组，每组 ８ 只。 Ｎａ２ＳＯ３ 及 ＮａＨＳＯ３ 购自

Ｓｉｇｍａ 公司，其中 Ｎａ２ＳＯ３ 和 ＮａＨＳＯ３ 以 ３：１ 的比例

配制混合液作为 ＳＯ２ 衍生物
［６］，其余试剂均为市售

分析纯产品。
２． 实验方法 　 （１） 颈动脉窦的分离及压力测

定：大鼠腹腔注射乌拉坦麻醉（１ ０ｇ ／ ｋｇ）。 颈部正

中切口暴露气管，行气管插管，在气管插管的头端将

气管和食管一并切断， 翻向口端。 切断胸舌骨肌和

喉上神经， 充分暴露两侧颈动脉窦区， 在体视显微

镜下， 分离双侧减压神经并切断。 鉴于颈交感干和

喉返神经中也可能有减压神经穿行，将该两神经同

时切断。 分离并切断右侧窦神经。 仔细游离左侧颈

总动脉， 将近心段结扎， 向远心段插人聚乙烯管作

为流入道，再结扎颈外动脉远心段， 向其近心段插

管至颈内、外动脉分叉处作为流出道。 分别结扎枕

动脉， 甲状腺上动脉， 咽升动脉， 并仔细结扎颈内

动脉远端。 流入道插管上装一“Ｔ”形管， 连接压力

换能器监测颈动脉窦内压 （ ｉｎｔｒａｓｉｎｕ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Ｐ），左侧股动脉做插管后连接压力换能器检测大

鼠平均动脉压（ｍｅａｎ ａｔｒ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ＡＰ），由 ＲＭ⁃
６２００ 四道生理记录仪同步记录 ＩＳＰ 和 ＭＡＰ。

（２）不同组别均需先以籍蠕动泵以 ３７℃氧合的

Ｋｒｅｂｓ⁃Ｈｅｎｓｅｌｅｉｔ（Ｋ⁃Ｈ）液（ｐＨ ７ ３５ ～ ７ ４５）灌流颈动

脉窦 并 将 ＩＳＰ 维 持 在 １００ｍｍＨｇ （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持续 ２０ 分钟，然后将 ＩＳＰ 迅速降至

０ｍｍＨｇ，以斜坡方式再将 ＩＳＰ 迅速升至 ２５０ｍｍＨｇ，
此过程应在 ３０ｓ 之内完成。 间隔 ５ 分钟后再次重复

上述过程以检测压力反射的稳定性，当 ＭＡＰ 重复下

降并伴随 ＩＳＰ 增加时，说明实验处于稳定状态，则进

一步实验。 通过以 Ｋ⁃Ｈ 液灌流左侧颈动脉窦并升

高 ＩＳＰ，可绘制出以 ＭＡＰ 为纵轴，ＩＳＰ 为横轴的 ＩＳＰ⁃
ＭＡＰ 压力感受器反射机能曲线，从曲线上可以得到

一系列参数，包括阈压（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Ｐ）、饱
和压（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Ｐ）、平衡压（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Ｐ）、最大斜率（ｐｅａｋ ｓｌｏｐｅ， ＰＳ）、平均动

脉压反射性下降的最大值（ ｒｅｆｌｅｘ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ＲＤ）、颈
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的工作范围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ＯＲ）。 ＴＰ 是引起 ＭＡＰ 反射性下降 ５ｍｍＨｇ 时

的 ＩＳＰ。 ＳＰ 是 ＩＳＰ 上升至 ＭＡＰ 不再进一步反射性

下降时的 ＩＳＰ 值。 ＯＲ 为 ＳＰ 与 ＥＰ 之差。
（３）灌流 Ｋ⁃Ｈ 液 ２０ 分钟检测压力反射稳定性

后，分别给予以下四组不同试剂灌流：①对照组，以
Ｋ⁃Ｈ 液灌流颈动脉窦 ５０ 分钟；②１０μｍｏｌ ／ Ｌ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 组： 含 １０μｍｏｌ ／ Ｌ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 的 Ｋ⁃Ｈ
液灌流颈动脉窦 ５０ 分钟；③１００μｍｏｌ ／ Ｌ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 组：含 １００μｍｏｌ ／ Ｌ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 的 Ｋ⁃Ｈ
液灌流颈动脉窦 ５０ 分钟；④１０００μｍｏｌ ／ Ｌ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组：含 １０００μｍｏｌ ／ Ｌ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 的 Ｋ⁃Ｈ
液灌流颈动脉窦 ５０ 分钟。 之后对每只大鼠均重复

测量各项颈动脉窦压力反射参数，最后用 Ｋ⁃Ｈ 液冲

洗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数据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所有计量数据采取均数 ±标准差表

示，多组资料用方差分析进行检验（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
ＶＡ），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ＳＮＫ 法。 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１０μｍｏｌ ／ Ｌ，１００μｍｏｌ ／ Ｌ，１ ０００μｍｏｌ ／ Ｌ ＳＯ２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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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不同剂量 ＳＯ２ 对颈动脉窦压力反射的影响（ｘ ± ｓ， ｍｍＨｇ）
组别 ＴＰ ＥＰ ＳＰ ＰＳ ＲＤ ＯＲ

对照组 ７７ ２５ ± １ ００ ９７ ３３ ± １ ９２ １９４ ９２ ± ３ ５４ ０ ２９ ± ０ ０３ ３５ １１ ± ２ ０２ １１７ １１ ± ２ １４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１０ ／ （μｍｏｌ ／ Ｌ） ６４ ２６ ± ２ ９３∗ ９２ ６５ ± １ ８０∗ １８４ ８３ ± ３ ３１∗ ０ ３４ ± ０ ０３∗ ４０ ５３ ± １ ６７∗ １２１ ６３ ± １ ９８∗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１００ ／ （μｍｏｌ ／ Ｌ） ５０ ５７ ± １ ５１∗＃ ８２ １２ ± １ ７１∗＃ １７０ ３９ ± ２ ２１∗＃ ０ ４５ ± ０ ０２∗＃ ４８ ４３ ± １ ２４∗＃ １２１ ２５ ± １ ９３∗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１ ０００ ／ （μｍｏｌ ／ Ｌ） ４４ ４７ ± ０ ９８∗＃ｂ ７２ ２１ ± １ ７２∗＃ｂ １６１ ５４ ± １ ３４∗＃ｂ ０ ５６ ± ０ ０１∗＃ｂ ５５ ４ ± ０ ９１∗＃ｂ １２１ ５８ ± １ ３３∗

Ｆ 值 ５２３ ７６ ３００ ９４ ２１９ ０５ １７８ ９０ ２５１ ７０ １２ ４４
Ｐ 值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 ＜ ０ ０１；与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１０μｍｏｌ ／ Ｌ 组相比，＃Ｐ ＜ ０ ０１；与 Ｎａ２ＳＯ３ ／ ＮａＨＳＯ３１００μｍｏｌ ／ Ｌ 组相比，ｂＰ ＜ ０ ０１

ＲＤ 及 ＰＳ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１），ＴＰ，ＥＰ 及

ＳＰ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１），且变化幅度呈浓

度依赖性（表 １）。
２． 在以 ＩＳＰ 为横坐标，ＭＡＰ 为纵坐标绘制的颈

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机能曲线（ＩＳＰ⁃ＭＡＰ 曲线）中，
ＳＯ２ 各组曲线较对照组曲线向左下方移位（图 １）。

图 １ 　 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机能

曲线（ＩＳＰ⁃ＭＡＰ 曲线）

讨　 论

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活动在血压调节中扮

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于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的调

节机制，Ｐｅｎｇ 等
［７］

研究发现，其可能与内皮素⁃１ 介

导的信号通路有关，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功能异常

的大鼠颈动脉窦区 ＥＴ⁃１ 水平增加。 Ｃｈａｐｌｅａｕ 等
［４］

研究报道，其可能与开放机械敏感性离子通道 Ｎａ ＋ ⁃
Ｋ ＋

通道有关。 随着对人体内气体信号分子研究的

开启，继发现一氧化氮及一氧化碳两种气体信号分

子后
［８⁃９］，人们发现人体内含硫氨基酸代谢可产生

内源性 Ｈ２Ｓ［１０］，且 Ｈ２Ｓ 对心血管系统具有舒张血管

平滑肌、降低血压、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凋亡、抑
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等多种生物学效应

［１１］。 颈

动脉窦压力感受器作为人体血压调节反射中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针对 Ｈ２Ｓ 对其是否存在调控作用，
Ｘｉａｏ 等

［１２］
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 Ｈ２Ｓ 对颈动脉窦

压力感受器具有易化作用，且内源性 Ｈ２Ｓ 可增加颈

动脉窦压力感受器的活性。
在对 Ｈ２Ｓ 研究的基础上，最近人们发现正常人

体内含硫氨基酸的代谢也可产生 ＳＯ２，并提出 ＳＯ２

也是一种气体信号分子
［３］。 Ｌ⁃半胱氨酸在半胱氨酸

氧化酶的作用下氧化为 Ｌ⁃半胱氨酰亚磺酸，后者在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ａｍｉｎ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ＡＡＴ）的作用下生成，且 ＡＡＴ 是内源性 ＳＯ２代谢过

程中的一种关键酶，ＡＡＴ 有 ＡＡＴ１ 和 ＡＡＴ ２ 两种同

工酶
［１３］。 越来越多实验研究表明 ＳＯ２ 对心血管系

统调节存在着重要调节作用
［１，１４］。 杜淑旭等

［１５］
研

究发现外源性 ＳＯ２ 衍生物供体可降低大鼠动脉血

压，同时指出 ＳＯ２ 衍生物对大鼠离体主动脉血管环

有舒张作用，并指出其效应机制与 ＫＡＴＰ通道及钙离

子通道相关
［１６］。 孟紫强等

［１７］
研究发现 ＳＯ２ 及其衍

生物对血管张力存在双相性和双向性的调节作用，
在低浓度相下引起血管收缩， 而在高浓度时开始阶

段首先引起血管环收缩， 而后在后续阶段才会引起

血管环舒张。 ＳＯ２ 被认为是一种内源性血管活性因

子。 那么 ＳＯ２ 是否对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存在易化

作用，目前还未见研究报道。
本实验通过对大鼠颈动脉窦隔离灌流不同浓度

的 ＳＯ２ 灌流液，给予大鼠颈动脉压力感受器外源性

ＳＯ２ 干预，发现灌流 ＳＯ２ 后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

射各参数均出现较明显的变化。 ＳＯ２ 各浓度组中，
当 ＩＳＰ 从 ０ｍｍＨｇ 升至 ２５０ｍｍＨｇ 时，ＭＡＰ 出现反射

性下降的幅度及斜率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增高，且增

高的程度呈浓度依赖性。 通过绘制 ＩＳＰ⁃ＭＡＰ 曲线，
ＳＯ２ 各浓度组曲线较对照组曲线向左下方移位，且
移位程度同样呈浓度依赖性。 以上结果提示 ＳＯ２ 衍

生物对大鼠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具有易化

作用。
压力感受器反射是人体血压调节的重要方式。

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在动脉外膜下有极其丰富的传

入神经末梢，当颈动脉窦受到牵拉刺激时，有髓鞘或

无髓鞘的传入神经纤维随舌咽神经进入脑干心血管

中枢，抑制交感中枢，同时兴奋迷走中枢，二者共同

作用使心率减慢，降低心肌收缩性，最终使血管舒

张，血压下降
［１８］。 对于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活动的

易化作用也会进一步促进动脉血压的降低，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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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他刺激因素导致的高血压。 外源性 ＳＯ２ 衍生

物可能在高血压发病机制中发挥保护性的作用
［１９］。

Ｂｒａｙｄｅｎ 等
［２０］

最近报道 ＫＡＴＰ通道的开放可以使平滑

肌超极化，进而导致电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的关闭，
使得细胞内钙离子减少和血管舒张。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１］

研究发现外源性 ＳＯ２ 可减少大鼠心肌细胞中 Ｌ 型钙

离子通道的表达。 通过我们目前的研究发现，ＳＯ２

对大鼠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反射存在易化作用，但
其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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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血管紧张素 １⁃７ 预防肺动脉高压

右心衰竭发展的实验研究

吴思婧　 郭 雯　 陈梦娜　 李 刚　 刘 巍　 龚志忠　 周 坤　 高 海　 马涵英

　 　 〔摘要〕 　 目的：探讨血管紧张素 １⁃７ 对大鼠肺动脉高压（ＰＡＨ）右心衰竭的预防作用。 方法：雄性，
ＳＤ 大鼠，３０ 只，随机分为四组，Ａ 组为空白对照组（ｎ ＝ ６）、Ｂ 组为 ＰＡＨ 右心衰竭组（ｎ ＝ ９）、Ｃ 组为 Ａｎｇ⁃
（１⁃７）干预组（ｎ ＝ ９）、Ｄ 组为 Ａｎｇ⁃（１⁃７）对照组（ｎ ＝ ６），饲养 ６ 周。 超声心动测定心功能，右心导管测定

血流动力学参数；处死后测量右心室肥厚指数（ＲＶＨＩ），天狼星红染色计算心肌组织胶原容积分数

（ＣＶＦ）；酶联免疫吸附实验（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浆及右心室心肌血管紧张素 ＩＩ（Ａｎｇ ＩＩ）含量，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测
定右心室心肌信号通路分子表达。 结果：超声心动检查提示与 ＰＡＨ 右心衰竭组相比，Ａｎｇ⁃（１⁃７）干预组

４ 周时 ＲＶＥＤＤ、ＲＶＷＴ 显著降低，ＲＶＥＦ 显著提高。 ＥＬＩＳＡ 结果提示与 ＰＡＨ 右心衰竭组相比，Ａｎｇ⁃（１⁃７）
干预组血浆 Ａｎｇ ＩＩ 水平降低。 病理染色提示与 ＰＡＨ 右心衰竭组相比，Ａｎｇ⁃（１⁃７）干预组 ＣＶＦ 值显著降

低。 ＷＢ 结果提示与 ＰＡＨ 右心衰竭组相比，Ａｎｇ⁃（１⁃７）干预组右心室心肌 ＡＴ１Ｒ、Ｅｇｒ⁃１ 表达均显著降低。
结论：ＰＡＨ 右心衰竭大鼠循环及右心室局部存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ＲＡＳ）过度激活，血管紧张素 １⁃７
可能减缓肺动脉高压右心衰竭。

〔关键词〕 　 肺动脉高压；右心衰竭；血管紧张素 １⁃７；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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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动脉高压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Ｈ）是一种以肺血管阻力逐渐增高，患者最终导

致右心衰竭，死亡为主要特征的疾病。 右心功能为

ＰＡＨ 患者疾病严重度以及预后情况的重要决定因

素，同时大多数 ＰＡＨ 患者死亡原因即为右心衰

竭
［１］。 动物研究证明，ＰＡＨ 大鼠循环 ａｎｇ ＩＩ 水平升

高
［ ２ ］，同时右心室心肌中同样存在肾素血管紧张素

系统 （ 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ＡＳ） 激活， ＲＡＳ⁃
ＭＡＰＫ ／ ＥＲＫ⁃ＴＧＦ β１ 信 号 通 路 参 与 右 心 室 重

构
［ ３ ⁃１０ ］。 血管紧张素⁃（ １⁃７ ） ［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１⁃７， Ａｎｇ⁃

（１⁃７）］由血管紧张素 ＩＩ（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ＩＩ，Ａｎｇ ＩＩ）经血

管紧张素转化酶 ２（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２，
ＡＣＥ２）水解生成，有抗纤维化、改善心肌重构等心血

管保护作用
［ ４ ］。 本研究旨在探讨 Ａｎｇ⁃（ １⁃７ ） 对

ＰＡＨ 大鼠右心衰竭进展的保护作用。

材料与方法

１． 实验动物与试剂：本实验所用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ＳＤ）雄性，大鼠（ＳＰＦ 级），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

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许可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２⁃
０００１），体质量 ２２０ ～ ２４０ｇ，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安贞医院动物中心统一喂养。 野百合碱（ｍｏｎｏ⁃
ｃｒｏｔａｌｉｎｅ，ＭＣＴ）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血管紧张素 １⁃
７（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１⁃７，Ａｎｇ⁃（１⁃７））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
ｐ⁃ＥＲＫ１ ／ ２、ＥＧＲ⁃１ 抗体购自美国 Ｃｅ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公司，ＥＲＫ１ ／ ２、ＡＴ１Ｒ 抗体购自美国 ａｂｃａｍ 公

司，ＴＧＦ⁃β１ 抗体购自美国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 公司。 血管紧

张素 ＩＩ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购自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２． 动物模型建立与分组：选取体质量 ２００ ～２２０ｇ，

健康雄性，ＳＤ 大鼠 ３０ 只，均给予普通饮食，自由饮

水，随机分为四组，Ａ 组为空白对照组（ｎ ＝６）、Ｂ 组为

ＰＡＨ 右心衰竭组（ｎ ＝９）、Ｃ 组为 Ａｎｇ⁃（１⁃７）干预组（ｎ
＝９）、Ｄ 组为 Ａｎｇ⁃（１⁃７）对照组（ｎ ＝ ６）。 野百合碱

（ＭＣＴ）先溶于适量 １ｍｏｌ ／ Ｌ 盐酸中，然后以 ０． １ｍｏｌ ／ Ｌ
氢氧化钠调节 ｐＨ 至 ７． ４，最后以 ０． ９％氯化钠溶液配

至相应体积溶液，Ｂ 组、Ｃ 组大鼠采用一次性 ＭＣＴ
６０ｍｇ ／ ｋｇ 注射于大鼠颈背部皮下。 ＭＣＴ 注射后第一

天，按实验分组皮下置入含有相应 ０． ９％氯化钠溶液、
药物的微渗透泵（ＡＬＺＥＴ，２００４）。 Ａｎｇ⁃（１⁃７）溶于 ０．
９％氯化钠溶液加入微渗透泵按 ２４μｇ·ｋｇ －１ ｄ －１

持续

泵入，饲养 ６ 周后达实验终点。
３． 超声心动检测：注射 ４ 周、６ 周后分别对大鼠

进行超声心动检测，连续、动态观测心脏结构及功能

变化。 采用 Ｖｅｖｏ ２１００ 小动物超声仪，探头频率 １７．
５ＭＨｚ。 大鼠吸入 ３％ ～ ５％ 异氟烷基础麻醉后，刮
去胸前体毛，仰卧位固定于恒温加热板上，持续吸入

１％ ～２％异氟烷，四肢与心电图电极相连用于检测

心率并记录心电图，主动脉宽 （ ＡＯ）、肺动脉宽

（ＰＡ）、肺动脉血流峰值（ＰＡＶ）、肺动脉血流加速时

间（ＰＡ⁃ＡＴ）、右心室舒末内径（ＲＶＥＤＶ）、右心室游

离壁厚度（ＲＶＷＴ）、右心室射血分数（ＲＶＥＦ）及室

间隔厚度（ ＩＶＳ）等，计算均采用 Ｖｅｖｏ 分析软件（版
本 ２． ２． ３），连续测量 ５ 个心动周期，计算均值。

４． 血流动力学检测：注射 ６ 周后，给大鼠腹腔注

射戊巴比妥 ３０ｍｇ ／ ｋｇ 麻醉，将颈动脉导管经右颈外

静脉插管抵达肺动脉，用 ＢＬ⁃４２０Ｆ 生物机能实验系

统（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ＰＴ⁃１００ 生物血压传感

器测定右心室收缩压 （ ＲＶＳＰ）、 肺动脉平均压

（ｍＰＡＰ），连续测量 ５ 个心动周期，计算均值。
５． 计算右心室肥厚指数：颈动脉放血处死大鼠，

立即打开胸腔取出大鼠心脏，剪去心房组织，沿心室

间隔边缘剪下右心室，分别称量右心室（ＲＶ）质量

和左心室 ＋ 室间隔（ＬＶ ＋ ＩＶＳ）质量，计算 ＲＶ ／ （ＬＶ
＋ ＩＶＳ）比值为右心室肥厚指数（ＲＶＨＩ）。

６． Ａｎｇ ＩＩ 水平检测：冷冻心肌组织 ０． ９％氯化钠

溶液洗净后，加入 ０． ９％ 氯化钠溶液利用电动匀浆

器匀浆，３ ０００ 转 ／分钟，离心 １０ 分钟取上清；血浆

２ ５００转 ／分钟 ４℃离心后取上清，按照 Ａｎｇ ＩＩ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说明逐步检测，置于酶标仪 ４５０ｎｍ 波长处测

定 ＯＤ 值。
７． 组织标本制备及指标观察：右心室心肌切成

３ｍｍ 薄片后用 １０％甲醛固定，将固定好的右心室心

肌组织常规脱水，石蜡包埋，制作切片，切片厚

４μｍ，分别 ＨＥ 染色光镜下观察，及天狼星红染色，
偏振光显微镜下观察，随机选择 ８ 个视野（ × ２００），
用全自动图像分析系统检测出每个视野中胶原组织

所占百分比，最后取平均值代表心肌组织胶原容积

分数（ＣＶＦ）。
８． 心肌组织蛋白表达：取同一部位右心室心肌

组织迅速放入 － ８０℃冰箱保存。 提取蛋白质时心肌

组织加入 ＲＩＰＡ 裂解液，混合后迅速匀浆，高速离心

取上清，ＢＣＡ 法测定蛋白质含量。 每组取 ５１０μＬ 蛋

白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分离，转膜至硝酸纤维素

（ＰＶＤＦ）膜，并将 ＰＶＤＦ 膜在用 ＴＢＳＴ 配制 ５％ 脱脂

奶粉的封闭液中封闭 ４ 小时，加入一抗［抗体浓度

如下 ＡＴ１Ｒ １∶ ５００、ＴＧＦβ１ １∶ １００、ＥＲＫ１ ／ ２ １∶ ２ ０００、
ｐ⁃ＥＲＫ１ ／ ２ １ ∶ １０ ０００、ＥＧＲ⁃１ １ ∶ １ ０００］，４℃ 孵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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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ＴＢＳ⁃Ｔ 洗膜后与封闭液稀释的二抗室温孵育 ４
小时，常规洗膜。 Ｏｄｙｓｓｅｙ 扫描仪扫描并进行灰度分

析，目的蛋白水平以目的蛋白与内参比值确定。
９． 统计学方法：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统计软件处理

实验数据。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 ＬＳＤ 法。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１　 超声心动检测结果（ｘ ± ｓ）

组别
主动脉 ／

ｍｍ
肺动脉 ／

ｍｍ
ＰＡ 血流峰值 ／

（ｍｍ ／ ｓ）
ＰＡ⁃ＡＴ ／

ｍｓ
ＲＶＥＤＶ
／ ｍｍ

游离壁厚 ／
ｍｍ

ＲＶＥＦ ／
％

室间隔 ／ ｍｍ

４ 周

　 Ａ 组 ３． １９ ± ０． ２２ ３． ２９ ± ０． ２７ ８４２． ７３ ± １５９． ２３ ３１． １１ ± ８． ２２ ２． ７９ ± ０． ５０ ０． ８７ ± ０． １２ ７４． ２３ ± ４． ０４ １． ２８ ± ０． ２３
　 Ｂ 组 ３． １４ ± ０． ２５ ３． ５３ ± ０． ３３ ８４７． １９ ± １３２． ６６ １８． ５２ ± ２． ９５ ５． ２８ ± １． ２３ １． ６４ ± ０． ２８ ４０． ９６ ± １６． ０２ １． ４９ ± ０． ２６
　 Ｃ 组 ２． ９８ ± ０． ２９ ３． ４６ ± ０． １８ ７８２． ３３ ± １７０． ０９ １８． ６５ ± ５． ８５ ４． ２８ ± ０． ６５∗ １． ３２ ± ０． ２３∗ ５９． ９３ ± １９． ３０∗ １． ４５ ± ０． ３６
　 Ｄ 组 ３． ００ ± ０． ２２ ３． １８ ± ０． ３４ ８９７． ４８ ± １８１． ２８ ３１． ４４ ± ４． ６９ ２． ９７ ± ０． ８０ ０． ７１ ± ０． ０４ ７４． ６３ ± ／ １０． ３９ １． ２２ ± ０． １３
　 Ｆ 值 １． ７８２ １． ５７３ ０． ４３３ １２． ２３４ １１． ２０７ １２． ６９６ ７． ５６４ ２． ６３６
　 Ｐ 值 ０． １６０ ０． ２０９ ０． ７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５
６ 周

　 Ａ 组 ３． ０８ ± ０． ４２ ３． ４１ ± ０． ３７ ８５１． ２３ ± １８８． １８ ２８． ９７ ± ７． ６４ ２． ７１ ± ０． ５１ ０． ８０ ± ０． ２７ ８０． ８７ ± ８． ６８ １． ３４ ± ０． ０７
　 Ｂ 组 ２． ８１ ± ０． １５ ３． ４０ ± ０． ２４ ８２２． ９５ ± １２６． ７８ ２３． ９３ ± ５． ４５ ４． ０３ ± ０． ７０ １． ４１ ± ０． ３２ ５１． ２０ ± ２１． ４８ １． ３４ ± ０． ２２
　 Ｃ 组 ３． ０６ ± ０． ２３ ３． １６ ± ０． ３０ ８９４． ７７ ± １７０． １５ ２３． ３７ ± ５． ４１ ４． ３７ ± １． ４９ １． ３１ ± ０． ４０ ７１． ９５ ± １５． ５０∗ １． ３１ ± ０． １７
　 Ｄ 组 ３． ００ ± ０． １５ ３． ４０ ± ０． ４３ ８５６． ０４ ± ３２４． １３ ２８． ３３ ± ９． １６ ３． ０７ ± ０． ６２ ０． ６９ ± ０． １１ ８２． ２２ ± ４． ９６ １． ３６ ± ０． ２１
　 Ｆ 值 １． ０７５ ０． ６３２ ０． １１９ １． ５９８ ３． ６４０ ７． ２４６ ４． ９４０ １． ９６４
　 Ｐ 值 ０． ３８８ ０． ６４４ ０． ９７４ ０． ２０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１２９

注：组间两两比较， ∗Ｐ ＜ ０． ０５

表 ２　 血流动力学检测结果（ｘ ± ｓ）
组别 ＲＶＳＰ ／ ｍｍＨｇ ｍＰＡＰ ／ ｍｍＨｇ ＲＶＨＩ ／ ％
Ａ 组 ９． ３９ ± ２． ４２ １３． ８６ ± ２． ２２ ２５． ６１ ± ３． ３７
Ｂ 组 ２０． ３３ ± ３． ４２ ２９． ３２ ± ６． ２２ ５５． ５４ ± ６． １７
Ｃ 组 ２０． ５４ ± ５． ４４ ２８． ９３ ± ７． ８５ ５８． ７０ ± １１． ３１
Ｄ 组 ８． ４９ ± １． ７７ １２． ４７ ± ２． ７３ ２７． ９８ ± １． ８１
Ｆ 值 ２２． ２５４ １９． ５８３ ２８． ０４６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表 ３　 血浆及心肌 ａｎｇＩＩ 水平检测结果（ｘ ± ｓ）
　 　 项目 Ａ 组 Ｂ 组 Ｃ 组 Ｄ 组

血浆 ／ （ｎｇ ／ ｍＬ） １． ２１９ ± ０． ４２６ ２． ５５０ ± ０． ５９４ １． ９５２ ± ０． ５８３ １． ３４８ ± ０． ３６３
右心室心肌 ／ （ｎｇ ／ ｍｇ） ０． ４４６ ± ０． １０４ ０． ５８６ ± ０． ０９９ ０． ６４２ ± ０． ０９７∗ ０． ５３９ ± ０． １０４
心肌胶原容积分数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４ ０． １５８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５

注：组间两两比较， ∗Ｐ ＜ ０． ０５

结　 果

１． 超声心动检查结果：与 Ａ 组相比，注射 ４ 周

后 Ｂ 组、Ｃ 组肺动脉血流加速时间显著缩短、ＲＶ⁃
ＥＤＶ 显著扩大、游离壁厚度显著增加，Ｂ 组、Ｃ 组

ＲＶＥＦ 显著降低（均 Ｐ ＜ ０． ０５）；与 Ｂ 组相比，Ｃ 组

ＲＶＥＤＶ 显著减小、游离壁厚度显著减低、ＲＶＥＦ 显

著提高（均 Ｐ ＜ ０． ０５）。 注射 ６ 周后与 Ａ 组相比，Ｂ
组、Ｃ 组 ＲＶＥＤＶ 显著扩大、游离壁厚度显著增加

（均 Ｐ ＜ ０． ０５）；与 Ｂ 组相比，Ｃ 组 ＲＶＥＦ 显著提高

（均 Ｐ ＜ ０． ０５）。 提示 Ａｎｇ⁃（１⁃７）可逆转大鼠右心功

能障碍（表 １）。
２． 血流动力学及右心室肥厚指数检测结果：组

间比较相应指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２）。
３． 大鼠血浆、右心室心肌 ＡｎｇＩＩ 水平检测结果：

血浆 ＡｎｇＩＩ 水平：与 Ａ 组相比，Ｂ、Ｃ 组均显著增高；
与 Ｂ 组相比，Ｃ 组水平显著降低。 心肌 ＡｎｇＩＩ 水平：
与 Ａ 组相比，Ｂ、Ｃ 组均显著增高；与 Ｂ 组相比，Ｃ 组

水平无显著差异。 Ａｎｇ⁃（１⁃７）可降低右心衰竭大鼠

血浆 ＡｎｇＩＩ 水平（表 ３）。
４． 大鼠右心室心肌天狼星红染色结果：天狼星

红染色见 Ｂ、Ｃ 组，较 Ａ 组心肌组织 Ｉ 型胶原沉积明

显增多。 胶原容积分数分析提示与 Ａ、Ｄ 组相比，Ｂ、
Ｃ 组值显著增高；与 Ｂ 组相比，Ｃ 组水平显著降低。
Ａｎｇ⁃（１⁃７）可缓解右心衰竭大鼠心肌纤维化（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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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心肌 ＷＢ 检测结果（ｘ ± ｓ）
分组 ＴＧＦβ１ ／ ａｃｔｉｎ Ｅｇｒ⁃１ ／ ａｃｔｉｎ ｐ⁃ＥＲＫ ／ ａｃｔｉｎ ＥＲＫ ／ ａｃｔｉｎ ＡＴ１Ｒ ／ ａｃｔｉｎ
Ａ 组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５２ ０． １２７ ± ０． ０４９ ０． １４２ ± ０． １ ０． ２１９ ± ０． １８９ ０． １０５ ± ０． ０４６
Ｂ 组 ０． ２３９ ± ０． ０８３ ０． ２８０ ± ０． ０８６ ０． ５６７ ± ０． ３１３ ０． ４７１ ± ０． ２５２ ０． ２３０ ± ０． ０８９
Ｃ 组 ０． １６３ ± ０． ０９５ ０． １１３ ± ０． ０５７∗ ０． ３８３ ± ０． １６７ ０． ４１９ ± ０． １５３ ０． １４８ ± ０． ０７９∗

Ｄ 组 ０． ０９３ ± ０． ０４４ ０． １３８ ± ０． ０４７ ０． ２２３ ± ０． １６３ ０． ２２２ ± ０． ０８３ ０． １１３ ± ０． ０４４
Ｆ 值 ５． ４５４ １０． １８５ ３． ７５４ ３． ５１４ ４． ８２５
Ｐ 值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注：组间两两比较， ∗Ｐ ＜ ０． ０５

　 　 ５． 大鼠右心室心肌蛋白表达检测结果： 与 Ａ、Ｄ
组相比，Ｂ 组 ＡＴ１Ｒ、ＴＧＦ⁃β１、ｐ⁃ＥＲＫ１ ／ ２、ＥＲＫ１ ／ ２ 及

ＥＧＲ⁃１ 表达均显著增高；与 Ｂ 组相比，Ｃ 组 Ｅｇｒ⁃１、
ＡＴ１Ｒ 表达显著降低。 Ａｎｇ⁃（１⁃７）抑制右心衰竭大

鼠心肌 Ｅｇｒ⁃１、ＡＴ１Ｒ 表达（表 ４）。

图 １　 野百合碱注射 ４ 周后超声心动右心室测量

图 ２　 野百合碱注射 ４ 周后超声心动肺血流测定

图 ３　 野百合碱注射 ６ 周后超声心动右心室测量

讨　 论

ＰＡＨ 是肺小动脉进行性血管重构，导致肺血管

阻力增加，肺动脉压力持续性升高，进而使右心室压

力后负荷增加，产生右心功能障碍以至于右心衰竭

的一组病理生理综合征。 右心衰竭为 ＰＡＨ 患者死

亡的主要原因。 目前 ＰＡＨ 靶向治疗药物主要通过

图 ４　 野百合碱注射 ６ 周后超声心动肺血流测定

图 ５　 天狼星红染色结果

图 ６　 右心室心肌 ＷＢ 结果

扩张肺血管、降低肺血管阻力起作用
［５］。 近年来，

研究者们已经提出应将肺循环⁃右心功能作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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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待，并且在今后的 ＰＡＨ 治疗中，将右心室作为

潜在的治疗靶标
［１１］。

Ａｎｇ⁃（１⁃７）主要由 ＡｎｇＩＩ 经 ＡＣＥ２ 作用生成，通
过结合特异性 ｍａｓ 受体产生一系列拮抗 ａｎｇＩＩ 的作

用，包括舒张血管、抗增殖、抗纤维化等。 ＰＡＨ 发生

发展过程中，ＲＡＳ 活性失调起到重要作用
［１２］。 ａｎｇＩＩ

高表达，Ａｎｇ⁃（１⁃７）下调可能为导致疾病进展的机制

之一。 临床研究提示 ＰＡＨ 患者血浆 Ａｎｇ⁃（１⁃７）水平

下降，并且血浆 Ａｎｇ⁃（１⁃７）水平与 ｍＰＡＰ 值呈负相

关
［６］。 ＰＡＨ 动物模型中给予 Ａｎｇ⁃（１⁃７）可以缓解疾

病进展、改善肺血管重构
［７］。

本研究目的在于证实 ＰＡＨ 右心衰竭发生、发展

中存在 ＲＡＳ⁃ＭＡＰＫ ／ ＥＲＫ 信号通路的参与，并且给

予外源性 Ａｎｇ⁃（１⁃７）可以起到拮抗作用，进而发挥

延缓右心衰竭进展、改善右心功能的疗效。
ＰＡＨ 右心衰竭可导致实验动物出现体质量下

降、活动量减低、呼吸困难等症状，尸检可发现胸腹

水，肝硬化等体征
［８］。 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ＲＨＦ

组大鼠平均体质量从第 ３ 周开始增幅明显减低，甚
至出现体质量下降。 第 ４ 周开始有大鼠因右心力衰

竭死亡，尸检存在胸水。 存活大鼠活动量显著下降，
耳朵发绀、呼吸困难。 由此可见大鼠 ＰＡＨ 右心力衰

竭模型建立成功。
超声心动可无创评价 ＰＡＨ 大鼠右心功能，随

着 ＰＡＨ 疾病进展，可先后出现 ＰＡＨ 导致 ＰＡ⁃ＡＴ 缩

短、右心室肥厚导致 ＲＶＷＴ 增加、右心室扩张伴随

ＲＶＥＤＤ 增加、右心收缩功能障碍导致 ＲＶＥＦ 下降

及 ＴＡＰＳＥ 减低，而出现右心扩张、收缩功能障碍即

预示大鼠右心衰竭
［９］ 。 本研究中相比于右心衰竭

组，Ａｎｇ⁃（１⁃７）干预后第 ４ 周时 ＲＶＷＴ 及 ＲＶＥＤＤ
减低、ＲＶＥＦ 增加，证明右心室重构、右心室扩张及

右心收缩功能均有所改善；第 ６ 周时 ＲＶＥＦ 提高，
证明右心收缩功能障碍缓解。 Ａｎｇ⁃（１⁃７）可以抑

制心肌肥厚，缓解右心室扩张进而改善右心收缩

功能。
本实验中胶原容积分数分析提示，ＲＨＦ 组显著

高于对照组，而 Ａｎｇ⁃（１⁃７）干预组则明显低于模型

组，提示 Ａｎｇ⁃（１⁃７）可抑制右心室心肌纤维化。 既

往亦有研究
［７］

证实，给予 ＰＡＨ 大鼠 Ａｎｇ⁃（１⁃７）干
预，可缓解其心肌纤维化程度。 本研究中 ＲＨＦ 大鼠

血浆及心肌 ＡｎｇＩＩ 水平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提示

存在循环及右心室局部 ＲＡＳ 过度激活。 Ａｎｇ⁃（１⁃７）
干预后较模型组血浆 ＡｎｇＩＩ 显著降低。 由此证实，
Ａｎｇ⁃（１⁃７）降低循环 ＲＡＳ 活性明显。

ＲＨＦ 大鼠右心室 ＡＴ１Ｒ、 ＴＧＦ⁃β１、 ｐ⁃ＥＲＫ１ ／ ２、
ＥＲＫ１ ／ ２ 及 ＥＧＲ⁃１ 表达均较对照组显著增高，提示

存在 ＲＡＳ⁃ＭＥＰＫ ／ ＥＲＫ 信号通路激活。 Ａｎｇ⁃（１⁃７）
干预组可降低 ＡＴ１Ｒ、Ｅｇｒ⁃１ 表达水平。 ＰＡＨ 大鼠

中，Ｅｇｒ⁃１ 已被证实
［１３］

与肺动脉内膜增生、血管重塑

相关。 其表达水平下调可以使 ＴＧＦ⁃β、ｐ５３ 等细胞

增殖相关信号分子表达降低，进而缓解肺血管重塑。
本研究中 Ａｎｇ⁃（１⁃７）干预可降低右心室心肌 Ｅｇｒ⁃１
表达水平，提示其抗增殖作用可能通过抑制 Ｅｇｒ⁃１
及其相关信号通路实现。 同时， Ａｎｇ⁃（１⁃７ ） 下调

ＡＴ１Ｒ 表达水平，可以减少 ＡｎｇＩＩ 与之结合介导的增

殖效应，起到相应心血管保护作用。
本研究提示，ＰＡＨ 右心衰竭发生中存在循环及

右心室局部 ＲＡＳ 激活，ＡｎｇＩＩ 水平增高，通过结合

ＡＴ１Ｒ 介导心肌细胞增殖，激活 ＴＧＦ⁃β１ 转录，刺激

ＥＲＫ１ ／ ２ 转化为 ｐ⁃ＥＲＫ１ ／ ２，活化多种转录调节基

因，刺激心肌成纤维细胞合成分泌 Ｉ 型胶原，发生右

心室重构。 随着 ＰＡＨ 疾病进展，后负荷持续增加的

情况下，右心室由代偿性重构肥厚变为失代偿性心

室扩张，收缩功能障碍，发生右心力衰竭
［１５］。 而给

予 Ａｎｇ⁃（１⁃７）可抑制该信号通路作用，缓解右心衰

竭进展，起到心肌保护作用。 Ａｎｇ⁃（１⁃７）原形存在半

衰期短、易降解的缺点，而近期已有研究提示口服型

Ａｎｇ⁃（１⁃７）稳定性更高，并且在动物实验中已被证实

可以预防 ＰＡＨ 发生，延缓 ＰＡＨ 导致右心功能恶

化
［１４］，故可能成为今后 ＰＡＨ 针对右心治疗的新

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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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易损斑块中新生微血管的分子影像学

研究进展

张 颖　 王 蒨

　 　 ［关键词］ 　 核医学分子影像；新生微血管；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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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ｓ）性心脏病是现今

最常见的心血管系统疾病，也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 由

动脉易损斑块破裂所致的急性心脑血管病事件，近年来越来

越受到广泛关注。 有相关报道表明：斑块的易损性特征与动

脉管腔的狭窄程度不成正相关，却与斑块内的组织成分密切

相关
［１⁃２］ 。 斑块内新生血管破裂，将导致急性心脏事件的发

生。 故本文就动脉粥样斑块中新生微血管的形成机制、病理

生理及分子影像新技术等作出阐述。
一、动脉粥样斑块易损性特征及与新生血管的关系：动

脉粥样斑块的不稳定性与斑块局部的炎症反应和新生血管

密切相关。 斑块的肩部较脆弱，此处的新生血管可作为巨噬

细胞侵入斑块内部的途径，可加重炎症反应。 斑块内持续存

在的炎症反应可加重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及各种炎症细胞的

浸润，导致斑块内部的氧缺状态，斑块内新生微血管来源于

血管内皮细胞的芽生，故炎症反应及缺氧可诱发斑块内新生

微血管的生成。 斑块局部代谢旺盛，再次引发低密度脂蛋白

在内皮下沉积，又可激活巨噬细胞的炎性反应，导致一系列

循环的生理病理状态。 斑块内新生血管数量增加，导致斑块

内负荷增大，最终导致斑块破裂，发生心血管事件。 斑块出

血将增加红细胞坏死核心，促进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最终

将导致动脉阻塞，引发脑卒中及猝死等急性心血管事件。 因

此，评估斑块内新生微血管的存在及程度将可能是预测易损

斑块的又一个重要指标。
二、动脉粥样斑块中新生血管的形成机制及作用：在正

常情况下，动脉血管壁的外膜和中膜层的外侧存在数量及密

度极少的新生微血管，其作用主要为动脉血管壁提供养分。
而病理性新生微血管生成，则由内膜损伤、粥样硬化斑块及

各种炎症因子相互作用，它存在于大⁃中动脉血管的内膜，是

由内皮细胞接受刺激而产生的一系列急性、持续性的血管生

长反应。 近期有报道发现，Ａｓ 中新生微血管密度明显增加，
且向斑块内膜延伸，为斑块运输氧气，营养及脂质

［３］ 。 Ｋｏｃｋｘ
等

［４］
的研究显示，斑块内新生血管出血可增加斑块负荷，导

致斑块急性破裂，从而发生心脏事件。
三、探测动脉粥样斑块中新生血管的分子影像技术：分

子影像学是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现代影像学技术相结合的

产物，其应用的靶向探针可与组织水平、细胞核亚细胞水平

的特定分子进行特异性的结合，从而应用影像学的手段来反

映活体状态下分子水平变化，对组织的生物学行为进行定性

和定量的研究。
近年来，影像技术趋于成熟，分子影像飞速发展，如：磁

共振成像、超声造影，ＰＥＴ 分子影像等新技术的问世，为易损

斑块的研究提供了技术平台，而多模态分子成像也越来越受

到各界关注
［５］ 。

１． 磁共振成像技术（ＭＲ）：ＭＲ 是无创性影像技术，其空

间、时间及对比分辨率较高，通过特定技术量化斑块中新生

微血管的存在，如：对比增强 ＭＲＩ（ＣＥ⁃ＭＲＩ），ＭＲ 动态增强扫

描（ＤＣＥ⁃ＭＲＩ），ＵＳＰＩＯ 增强 ＭＲ 成像等。
在斑块内血肿中，正铁血红蛋白的存在对于 ＭＲＩ 信号的

区别极其重要，在斑块出血初期，正铁血红蛋白在 Ｔ２ 加权像

上为低信号，晚期则为等或高信号，而在晚期出现钙化或者

纤维化的斑块在 ＭＲＩ 的 Ｔ１ 加权像、Ｔ２ 加权像及 ＴＯＦ 均表现

为低信号，因此 ＣＥ⁃ＭＲＩ 可以通过信号的差异区分出纤维化

和非纤维化斑块，从而可确定斑块中的新生血管的存在，但
无法定量新生血管的数量。 ＤＣＥ⁃ＭＲＩ 具有非常高的空间分

辨率（ ＜ １ｍｍ）及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可以对斑块内炎症浸

润的区域进行测量，它是根据时间⁃信号强度曲线，斑块最大

强化率，首过时相斜率来计算血流动力学参数，较客观的描

述斑块病理学特点，为斑块的易损性提供一系列可供参考的

量化指标。 ＤＣＥ⁃ＭＲＩ 还可以通过造影剂进入斑块内的时间

增强曲线，计算出斑块的对比剂容积转移常量 Ｋｔｒａｎｓ，反流

速率常数 Ｋｅｐ，血管空间容积分数 Ｖｐ 和血管外细胞外间隙

容积 Ｖｅ． Ｖｐ，体现含有流动血浆的斑块区域占所有斑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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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比，流动血浆的存在，主要表现于斑块内新生血管腔

中。 国外动物实验报道，小鼠体外颈动脉粥样斑块病理切片

提示，光镜下斑块内新生微血管的存在与 Ｖｐ 呈正相关
［６］ 。

Ｋｔｒａｎｓ 及 Ｋｅｐ 反映了血管的渗透性和组织灌注，同时也可反

映斑块内新生微血管形成的程度及范围
［１０］ ，增强 ＭＲ 它不

仅可以观察微血管的数目及其通透性
［７］ ，而且 Ａｏｋｉ 等［８］

还

发现血管壁的增强主要是由于动脉外膜滋养血管的增生所

导致的。 同样的结果在 Ｈｏｗａｒｔｈ 等
［９］

的研究中也发现。
ＭＲＩ 成像技术亦存在局限性，体内铁磁性植入物，心脏

起搏器或幽闭恐惧症限制了 ＭＲＩ 检查。 ＭＲＩ 成像中的各类

伪影，通过补偿技术无法完全消除。 微血管成像需要高空间

分辨率，但评估微血管的血流灌注功能则需要高时间分辨

率。 高时间分辨率与高空间分辨率不可兼得，必须牺牲其一

才能获得理想的图像。 总之，ＭＲＩ 技术仍是以间接方式评估

新生微血管的存在，且仍处于实验研究阶段。
２． 超声技术：超声成像是基于声呐原理，通过探头探测

回波信号，从而直接成像，它的无创性已被大家接受，加之其

具有较高的时间及空间分辨率，使之在临床诊断中具有重要

位置。 在动脉粥样斑块的探测中，它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于身

体各部位斑块的检测中。 常规超声可以通过回声的强弱及

形态不同等相关信息，发现斑块的存在以及对斑块的不稳定

性作出简单的描述，从而可以发现部分易损斑块，但对于粥

样斑块的破裂，斑块内新生血管的出血，其检测率却并不高，
敏感性只有 １７％ ～ ４３ ５％和 ４４％ ～ １００％ 。 近些年，超声技

术迅速发展， 超声成像也逐渐倾向于功能成像（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ＥＵＳ）技术及微泡造影剂逐渐运用于

临床，使超声探测斑块的局限性有进一步的突破。 ＣＥＵＳ 可

对斑块内新生血管血流灌注进行实时的探测，通过时间⁃强
度曲线对微血管进行定量分析

［１０⁃１２］ 。 最新研究报道，新型

造影剂 ＳｏｎｏＶｕｅ 可作为一种血管内示踪剂
［１３］ ，它具有红细

胞的特征，可随血运进入斑块内的新生微血管，对斑块内新

生血管血流灌注进行实时动态的观察，并可间接描述斑块内

新生血管存在的程度及范围。 但对超声造影剂的选择及超

声造影对斑块内新生血管的强化特征上，以及其临床适用性

等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因此，超声技术探测动脉新生血管的

可行性尚在研究阶段。
３． 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核医学显像也被称为放射性核

素显像，它是人为的将放射性核素如：９９ｍＴｃ、１２５Ｉ、６７Ｃａ 及

２０１Ｔａ 等或其标记的化合物如：９９ｍＴｃ⁃ＭＩＢＩ 等引入人体，参
与人体代谢，在体外通过核医学探测设备（ＰＥＴ、ＳＰＥＣＴ、ｒ 照
相机）追踪放射性示踪剂的分布，从而可实现组织、器官和病

变组织的功能显像。 核素分子显像可早期探测出组织器官

的功能改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放射性示踪剂的分布进行定

位及定量，且放射性核素在局部组织的摄取量和速度取决于

局部组织及器官的血流量、功能状态和受体密度等，因此核

素分子显像在对组织器官的功能现象上具有独特优势，使之

在影像学中居于重要地位。 由于核医学分子显像设备的不

断更新，伴随着 ＰＥＴ ／ ＣＴ，ＳＰＥＣＴ ／ ＣＴ 等的出现，影像学的地位

再次被临床认可，是影像学发展的又一里程碑的进展。
近年来，斑块内新生微血管的探测也越来越成为国内外

研究的热点。 其中针对新生血管内皮细胞中的整合素 αｖβ３
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靶标的特异性分子探针是目前研究

的重点。 高特异性靶标探针必须具备能从血液中快速清除

和具有良好的目标背景比，这样才能获得高质量的图像。 因

此，如何选择及制备具有高特异性分子靶标的药物是至关重

要的。
内皮细胞中高水平表达的病理性分子是微血管分子显

像的靶向目标，例如：巨噬细胞、内皮细胞、黏附分子和脂蛋

白等。 在早期的研究中，Ｒｕｄｄ 等
［１４］

运用 ＰＥＴ 进行 １８Ｆ 标记

的脱氧葡萄糖（１８Ｆ⁃ＦＤＧ）显像，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斑块处

可见 １８Ｆ⁃ＦＤＧ 的聚集。 随着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的飞速发

展，ＳＰＥＣＴ 和 ＰＥＴ 显像技术在对斑块破裂的预测上具有一定

的优势和潜能。 特别是高特异性靶向探针研究的深入，不同

种针对 Ａｓ 中相关介质的高特异性探针已逐渐运用于动物实

验模型中。 例如： Ｈｕａ 等
［１９］

通过 ９９ｍ⁃Ｔｃ 标记的 ＮＣ１００６９２
研究小鼠模型，发现 ９９ｍＴｃ⁃ＮＣ１００６９２ 在小鼠下肢由缺血诱

导的血管再生处聚集，通过病理组织切片，可发现此处含有

丰富的整合素 αｖβ３ 肽。 Ｈａｕｂｎｅｒ 等［１６］
报道，由 １２５Ｉ 标记的

ＲＧＤｙＶ 和 ＲＧＤｆＹ 在小鼠体内与 Ｍ２１、ＭＡＣａＦ 结合，并诱导

骨肉瘤肿瘤细胞的生产，可观察由放射性核素 １２５Ｉ 标记的

ＲＧＤｙＶ 肽，与整合素 αｖβ３ 肽的结合具有高特异性。 在最近

的报道中，有关荧光探针 ２ＰＡ ＲＧＤ 的研究已经被证明在细

胞和肿瘤新生血管中存在整合位点
［１７］ ，新生毛细血管的内

皮细胞上调 αｖβ３ 整合素，这仅仅暂时表达于毛细血管芽生

的开始
［１８］ ，因此，αｖβ３ 整合素肽对于新生血管来说是非常

有特异性的。 有报道发现 ９９ｍＴｃ ＲＲＬ 可以选择性地积累在

肿瘤微血管，同时 ＣＤ１３ 在肿瘤新生血管中也启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近期苏航及王蒨等
［３］

的研究表明：９９Ｔｃｍ⁃３ＰＥＧ４⁃
ＲＧＤ 通过与斑块内新生微血管的结合，可在活体状态下，对
兔腹主动脉存在的易损斑块进行显像，印证了核医学分子影

像学技术对动脉新生血管的探测靶向性好，影像征象准确可

行，进一步研究期望在定量评估斑块内新生血管上有所

突破。
４． 多模态分子成像：ＳＰＥＣＴ ／ ＣＴ、ＰＥＴ ／ ＣＴ、ＰＥＴ ／ ＭＲＩ 等多

模态分子成像的出现，改写了以往传统单一影像探测技术的

历史，他们相结合解决了由于核医学设备分辨率不足的缺

陷，可反映出活体组织器官功能代谢信息及精细的解剖学结

构，这是其他影像学所不能替代的，同时也大大拓展了影像

学的视野。 众所周知，纳米粒子已被广泛的运用于特定目标

的成像和治疗各种疾病，由放射性核素标记的 ＲＧＤ 修饰

ＮａＧｄＦ 转换成纳米发光材料（ＵＣＮＰｓ）可作为探测肿瘤血管

的特定探针，例如：由 １２４Ｉ 标记的 ＲＧＤ 联合 ＵＣＮＰｓ 对于整

合素 αｖβ３ 具有高特异性，可表达与胶质瘤细胞和裸鼠移植

瘤模型
［１９］ 。 有报道证实：ｒＨＤＬ 联合纳米粒子在 ＭＲ 和近红

外成像可对肿瘤血管内皮上表达的整合素 αｖβ３ 肽具有特异

性
［２０］ 。 众所周知，整合素 αｖβ３ 在肿瘤生成的区域具有高表

８５６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第 ３４ 卷第 ８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８



达性，并且也参与血管的生成。 ＰＥＴ ／ ＭＲＩ 双模态纳米探针在

对 αｖβ３ 的过量表达也可探测， ＤＯＴＡ⁃ＩＯ⁃ＲＧＤ 轭合物被发现

能够特异性的与 Ｕ８７ＭＧ 细胞的整联蛋白 αｖβ３ 结合，可用来

评价探针对与 αｖβ３ 的特异性。 多模态分子影像学技术是现

代影像学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但有关多

模态分子探针的临床运用还在进一步研究中，设计出最合适

的多模态分子探针，构筑相关分子影像信息等等还需要进一

步更深入、细化地探索和研究。
目前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的发展还不太成熟，且大部分

的研究还局限在动物研究上，在人体内的运用还有待进一步

的证实，且靶向显像的靶标亦存在一些关于免疫原性的危险

性以及靶标自身特性的改变都可限制它在临床中的运用。
因此要使得核医学分子显像技术在临床中提供得更多的价

值，寻找出更安全、高效、小型化、穿透力强、稳定性佳的新型

靶向探针是刻不容缓的。
近年来随着分子影像技术的发展，各种运用与动脉粥样

斑块探测包括 ＭＲ，超声等影像技术层出不穷，这些新技术为

ＡＳ 中新生微血管的认识带来了光明，其中核医学分子影像

学技术是目前评估斑块内新生微血管最具潜力也是最直观

的一种技术，在未来的研究及临床中，可能发挥出巨大的临

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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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 ａ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ｂｅ． ＦＡＳＥＢ Ｊ，２０１０， ２４：１６８９⁃１６９９．

（２０１５⁃０２⁃２５ 收稿）

９５６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第 ３４ 卷第 ８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８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５ ０８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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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病房

通信作者：周玉杰，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心血管介入治疗。 Ｅ⁃ｍａｉｌ：ａｚｚｙｊ１２＠ １６３． ｃｏｍ

·综述·

经皮左心耳封堵术预防非瓣膜性心房颤动

患者脑卒中研究进展

贾 硕　 周玉杰

　 　 ［关键词］ 　 心房颤动；缺血性卒中；左心耳封堵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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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类型，在普通人群中的发

病率为 １％ ～２％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发病率逐渐升高
［１⁃４］ 。

血栓栓塞是心房颤动主要并发症之一，心房颤动患者发生缺

血性脑卒中的风险是非心房颤动患者的 ５ 倍，卒中是引起心

房颤动患者发生严重残疾与死亡的主要原因
［５⁃６］ 。 心房颤动

的治疗主要依靠药物及射频消融，但前者只能短期控制节律

而无法根治，后者则有并发症多易复发的缺点；所以对于药

物无效及无法行射频消融术治疗的患者，给予口服抗凝药物

是预防栓塞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然而对于某些心房颤动无

法根治而又不能应用抗凝药物的患者，如何预防其血栓栓塞

的发生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据统计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

９０％的血栓发生在左心耳
［９］ ，经皮左心耳（ＬＡＡ）封堵术在预

防心源性脑卒中取得初步成功，近年来在封堵器械和技术方

面又有较大进展，本文择要介绍如下。
一、左心耳结构

左心耳主要是由胚胎时期原始肺静脉和原始左心房形

成，在肺静脉进入左心房的过程中，冠状静脉窦来源的心肌

逐渐包绕原始左心房分割形成左心耳
［７］ 。 左心耳是左心房

向右下方延伸的盲管状结构，有三个壁，前壁位于主动脉侧，
后壁位于左心房后侧，最深处为顶端。 以左上肺静脉开口和

二尖瓣环连线为界，开口于左心房，开口直径约 １０ ～ ４０ｍｍ，
容积 ０ ７ ～ １９ ２ｍＬ，心房颤动、室壁厚度及心脏结构异常均

可影响左心耳容积
［８］ 。 不同个体其左心耳结构也不相同，应

用三维重建技术对左心耳内空间测量可将其分为：仙人掌

状、鸡翅状、风向袋状和菜花状四种类型，分别占 ３０％ 、４８％ 、
１９％ 、３％ 。 在校正了 ＣＨＡＤＳ２ 评分、性别和心房颤动类型后

发现，鸡翅状左心耳血栓的发生率最低，菜花状最高，风向袋

状被认为最适合行封堵术
［１０］ 。 心房颤动时会使左心耳发生

结构与电生理重构，主要表现为容积增加、表面积增大、梳妆

肌减少、肌细胞肥厚、凋亡、细胞间缝隙连接紊乱、Ｌ 型钙通

道下调及磷酸化障碍等
［１１⁃１２］ 。

二、左心耳的生理功能

１． 收缩功能：左心耳具有较强主动收缩功能，对于左心

房内的压力和容积具有调节功能，而且这种收缩功能可降低

心耳内血栓的形成。 在窦性心律时，左心耳心尖部收缩力较

强，基底部收缩力较弱，基底部至颈部 ３０％ ～ ５０％长度的部

分甚至相对不收缩。 心房颤动患者左心耳入口增宽，呈球形

改变，在心房不规则运动时心耳壁运动也相应减弱造成心耳

排空障碍，易形成血栓，其过程可主要分为自发性显影、泥浆

样改变和血栓形成三个阶段
［１３］ 。 左心耳对左心房的容积和

压力具有缓冲作用，两者在功能上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在动

物实验中证明切除左心耳会影响心房的收缩和顺应性，钳夹

左心耳可使平均心房压上升，二尖瓣口血流速度增加
［１４］ 。

２． 内分泌功能：左心耳是分泌心房钠尿肽（ＡＮＰ）及脑钠

肽（ＢＮＰ）的主要部位之一，３０％以上的心钠肽由左心耳合成

并分泌。 有研究发现左心耳心肌细胞内心钠肽的浓度比心

房、心室、心肌细胞高 ４０ 倍
［１３］ 。 因此左心耳可以通过其分

泌作用调节水盐及平衡循环血容量，此外还可通过改善左心

房顺应性心肌收缩调节心输出量。
三、经皮左心耳封堵术及其适应证

有研究显示左心耳是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发生血栓

而引起缺血性中风的主要部位，而经外科手术切除左心耳可

以降低中风发生率
［１６］ ，但由于其手术创伤性较大，一般应用

在因其他原因行心脏外科手术的心房颤动患者中，且有约

３６％的患者未能完全切除左心耳
［１７］ 。 而经胸腔镜行左心耳

结扎或夹闭术创伤较小，但由于心腔结构异常可导致左心耳

残腔形成，故仍然有血栓形成的可能
［１８］ 。

近年来随着介入技术的迅猛发展，应用左心耳封堵装置

行经皮左心耳封堵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适用于具有抗凝

禁忌证或出血风险高的心房颤动患者，已逐渐成为一种临床

认可的预防心房颤动患者血栓栓塞的替代疗法。
２０１２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ＥＳＣ）心房颤动治疗指南更新

中建议对于高脑卒中风险，长期口服抗凝药物禁忌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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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行经皮介入 ＬＡＡ 封堵术
［１９］ 。 目前公认的适合行经

皮左心耳封堵术患者包括
［１８］ ：①心房颤动发生时间 ＞ ３ 个

月，持续性心房颤动，或是长期持续性和永久性心房颤动患

者（非风湿性瓣膜病所致）；② ＞ １８ 岁；③ＣＨＡＤＳ２⁃ＶＡＳ 评分

≥２ 分；④ＨＡＳ⁃ＢＬＥＤ 评分≥３ 分；⑤可长期服用氯吡格雷和

阿司匹林；⑥有华法林应用禁忌证或无法长期服用华法林。
可选择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下穿刺股静脉，置入 ９⁃１４Ｆ 鞘

管，经房间隔穿刺后进入左心房，在 ＴＥＥ 引导下到达左心耳；
猪尾导管行左心耳造影，了解其形态大小，选择合适大小封

堵器（一般封堵器直径应比左心耳大 ２０％ ～ ４０％ ）经房间隔

鞘管置入左心耳出，在口部释放展开，封堵左心耳
［２０⁃２１］ 。

目前临床应用研究较多的封堵系统主要有三种：ＰＬＡＡ⁃
ＴＯ（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ＡＡ 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封堵系统、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封堵系统和 ＡＣＰ （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ｌｕｇ） 封堵

系统。
１． ＰＬＡＡＴＯ 封堵系统：ＰＬＡＡＴＯ 左心耳封堵系统为首个

应用于人体的经皮左心耳封堵装置
［２２］ 。 该装置主要由输送

导管及封堵器组成，封堵器部分主体为聚四氟乙烯膜包裹的

自膨胀镍钛合金骨架，聚四氟乙烯膜覆盖左心耳开口，阻断

其与左心房的交通，同时还有利于内皮细胞爬行生长覆盖封

堵装置预防血栓形成。 骨架周围还有锚定装置用于固定于

左心耳开口，封堵器直径在 １５ ～ ３２ｍｍ。 经动物实验证明

ＰＬＡＡＴＯ 封堵装置的有效性后，由 Ｓｉｅｖｅｒｔ 等首次在欧洲对 １５
例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进行左心耳封堵，所有患者封堵成

功，术后随访出现 １ 例心包积液，无血栓栓塞事件发生
［２２］ 。

此后的多项临床研究均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２４⁃２５］ 。 尽管

多项临床试验证明了 ＰＬＡＡＴＯ 封堵装置预防心房颤动患者

卒中发生的显著疗效，但据称由于商业原因已经退市。
２．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封堵系统：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封堵系统首次应用于

２００２ 年，封堵器也是由自膨胀镍钛合金骨架构成，表面覆盖

的是可渗透的聚酯织物膜，因此血流可自由进出左心耳，周
围有固定钩用于固定在左心耳，封堵器尺寸有 ２１ ～ ３３ｍｍ。
目前新一代 Ｗａｔｈｍａｎ 装置已经问世，除了具有更好的输送性

和固定能力外其最大的优点是若装置置入位置不佳可以回

收并重新释放，可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２０１４ 年，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左心耳封堵系统正式在中国上市。 成为首个经中国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目前中国唯一上市的左心耳封堵

系统。
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Ｆ 研究

［２６］
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试

验。 由 Ｍａｙｏ 医学中心牵头，有 ５９ 个中心参与，共纳入患者

７０７ 例 ＣＨＡＤＳ２ 评分≥１ 的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并随机

分为封堵器组（４６３ 例）和华法林组（２４４ 例），封堵治疗组术

后服用华法林治疗 ４５ 天后行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直至 ６ 个

月，口服华法林治疗组国际标准化比值（ ＩＮＲ）控制在 ２ ～ ３。
在平均 １８ 个月的随访中，封堵器组和华法林组主要终点事

件发生率分别为 ３ ０％ 和 ４ ３％ ，封堵器组非劣效概率 ＞
９９ ９％ 。 封堵器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华法林组，分别为

５ ５％和 ３ ６％ ，且封堵器组并发症发生的时间较早，主要为

围术期并发症。 在 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Ｆ 的后续 ＣＡＰ 研究中，继续

入组 ４６０ 例心房颤动患者
［３１］ ，围手术期及术中并发症的发

生率较前有了明显降低，由 ７ ７％ 降至 ３ ７％ 。 脑卒中的发

生率由 ０ ９％降至 ０。 该结果显示随着术者操作经验的丰

富，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左心耳封堵装置的安全性有了显著地提高。
２０１４ 年发表在 ＪＡＭＡ 上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Ｆ 后续研究中

［３２］ ，平
均随访时间 ３ ８ 年，封堵器组 ８ ４％的患者出现初级终点事

件，每 １００ 患者年 ２ ３ 次事件。 对比华法林组 １３ ９％的患者

出现初级终点事件，每 １００ 患者年 ３ ８ 次事件。 封堵器组具

有更低的心血管相关病死率（３ ７％ ｖｓ． ９ ０％ ）和全因病死

率（１２ ３％ ｖｓ． １８ ０％ ）。 该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经皮左心

耳封堵装置在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不逊于甚至优于华法林

治疗。
在 ＡＳＡＰ 研究中

［２７］
共纳入了 １２５ 例有口服华法林禁忌

证的卒中高危心房颤动患者，在左心耳封堵术后应用氯吡格

雷和阿司匹林 ６ 个月，结果表明手术的成功率为 ９３％ ，围术

期并发症包括封堵器所致的栓塞 ２ 例、心包填塞 １ 例、假性

动脉瘤 １ 例。 证明在左心耳封堵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替代华

法林是安全可行的。
ＰＲＥＶＡＩＬ 最新研究

［３３］
结果显示在 １８ 个月的随访中，封

堵器组较华法林组在初级共同主要终点发生率（脑卒中、系
统性栓塞和心血管 ／ 无法解释的死亡组成的复合事件）并没

有达到非劣性标准（０ ０６４ ｖｓ． ０ ０６３），但在第二有效终点

（缺血性脑卒中或系统性栓塞）在 １８ 个月时达到非劣性标准

（０ ０２５３ ｖｓ． ０ ０２００）。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封堵器早期安全事件发生

率 ２ ２％ ，显著低于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Ｆ 研究。 该项研究显示在操

作相关安全性方面较前有了显著地进步，表明左心耳封堵装

置在没有短期华法林绝对禁忌证的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

中是一项合理的选择。
３． ＡＣＰ 封堵器：ＡＣＰ 左心耳封堵器是由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房间

隔封堵器改进而来的，主体部分为编织镍钛合金框架，封堵

部分为叶、盘及中间的腰部连接组成，表面覆盖聚酯补片，聚
酯补片可以诱导血凝，增加装置的封堵能力。 远端叶片装置

置入左心耳帮助固定，盘形结构封堵左心耳口部。 由于其中

间的腰部结构具有伸缩性和活动性，使得 ＡＣＰ 封堵器在置

入过程中可以适应不同解剖结构的左心耳。
Ａｍｐｌａｔｚｅｒ 应用较早，且具有易操作，适应性好等优点。

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对 １４３ 例心房颤动患者左心耳封堵术后

２４ 小时的资料进行收集并进行随访
［２８］ ，在术前停用华法林，

术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最长 ３ 个月。 在随访的 １３７ 例患者

中，１３２ 例（９６％ ）置入封堵装置成功，２ 例出现封堵器血栓形

成，３ 例因左心耳结构异常而置入失败。 １０ 例（７ ０％ ）患者

出现严重并发症，包括 ３ 例缺血性脑卒中、２ 例器械引起的栓

塞和 ５ 例严重的心包积液。 轻度并发症包括 ４ 例不明显的

心包积液、２ 例一过性心肌缺血、１ 例经静脉系统置入失败。
Ｕｒｅｎａ 等在对具有绝对抗凝禁忌证的心房颤动患者中行左心

耳封堵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中
［２９］ ，共纳入加拿大 ７ 个中

心的 ５２ 例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大部分患者术后接受 １ ～

１６６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第 ３４ 卷第 ８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８



３ 个月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平均年龄（７４ ± ８）岁，ＣＨＡＤＳ２
评分 ３ 分。 ９８ １％的患者成功植入封堵装置，主要的并发症

为心包积液（１ ９％ ）和器械引起的栓塞（１ ９％ ）。 在平均

（２０ ± ５）个月的随访中，病死率、脑卒中发生率、体循环栓塞、
心包积液和大出血的发生率分别为 ５ ８％ 、１ ９％ 、０、１ ９％和

１ ９％ 。 证明在具有高栓塞风险和绝对抗凝禁忌的心房颤动

患者中应用 ＡＣＰ 封堵装置是安全有效的。
一项比利时注册研究中

［３０］ ，入组患者 ９０ 例，同时具有

高脑卒中发生率 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４ ４ ± １ ８）％ 及出血发生

率 ＨＡＳ⁃ＢＬＥＤ（３ ３ ± １ ３）％ 。 手术成功率 ９５％ ，手术严重并

发症包括 ３ 例心包填塞，其中 １ 例死亡。 轻度并发症包括 ３
例不明显的心包积液、２ 例由于空气栓塞引起的心肌缺血和

１ 例假性动脉瘤。 随访 １ 年时间，出现 ４ 例死亡、２ 例轻度脑

卒中、１ 例心包填塞和 １ 例心肌梗死。 脑卒中的发生率为每

年 ２ １４％ ，低于根据 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 评分预测脑卒中发

生率。
以上不同的临床研究均证明了 ＡＣＰ 封堵装置可以有效

降低脑卒中的发生率，但均为非对照性研究，故仍需要大样

本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证明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四、问题与展望

随着封堵器械的不断改良和操作技术的进步，左心耳封

堵术已经成为治疗高卒中风险心房颤动患者的有效手段，尤
其适合于对口服抗凝治疗有禁忌或不能耐受的患者。 但是

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①该项技术对于操作者的要求较

高，需要经过严格的技术培训和临床实践才能良好的掌握；
②在左心耳形态结构异常的患者，可能由于封堵装置无法固

定或封堵不全而导致术后效果不佳；③左心耳封堵属于对症

治疗，对于其他部位血栓引起的栓塞无预防作用，虽然已有

试验证明经皮左心耳封堵术效果不劣于口服华法林治疗，但
目前尚缺乏与新型口服抗凝药物如利伐沙班、达比加群等的

效果对比研究；④尽管现有文献报道显示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良好，但尚需要更多、大样本、前瞻性、多中心及随机对照研

究来支持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 此外，对于相对低卒中风险

的人群是否能从左心耳封堵术中获益也尚不明确。
尽管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与挑战，但是左心耳封堵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具有长期抗凝禁忌的心房颤动患者无法应用药

物进行卒中预防的问题。 相信随着各种临床长期研究的逐

步开展，操作者技术的进步，应用指征的严格把握，经皮左心

耳封堵术将对未来心房颤动患者卒中预防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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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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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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文稿的主要数据和图表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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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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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类文稿如作者要重复投稿，应向有关期刊编辑部作出说明。 ２． 如 １ 篇文稿已以

全文方式在某刊物发表，除非文种不同，否则不可再将该文投寄给他刊。 ３． 请作者所在单位在来稿介绍信中注明该文稿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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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细胞异质性与心肌梗死后相关室性

心律失常关系的研究进展

刘长城　 顾承雄

　 　 ［关键词］ 　 心肌梗死； 室性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缝隙连接蛋白；离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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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性心律失常尤其是难治性的室性心动过速和心室颤

动，是心脏病患者病死率增加和造成猝死的一个重要病

因
［１］ ，而导致室性心律失常的最常见的原因是缺血性心脏病

并发的心肌梗死，约占所有病因的 ５５％ ［２］ 。 迄今为止，心肌

梗死后相关室性心律失常的确切机制仍未被阐明
［３］ ，这给临

床预防和治疗心肌梗死后相关室性心律失常带来了极大挑

战。 本文就心肌梗死后所致的心肌细胞空间结构和电生理

异质性变化，对心肌梗死后相关室性心律失常机制的研究现

状作简要综述。
心脏本身是十分具有异质性的器官：左右心房与心室无

论在心肌细胞构成的种类与比例，还是在血流动力学以及房

室电活动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不同。 这些异质性对心脏发挥

有效泵血及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至关重要。 然而对每一心

腔尤其是左心室来说，细胞及组织在结构和电生理活动上，
必须保持同质性才能维持电活动与机械活动的稳定性。 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所致的心肌梗死后，心肌细胞的异

质性是指心肌细胞发生了一系列结构和电生理学的异常变

化。 梗死后发生异质性的心肌细胞构成了特殊的解剖基质，
该解剖基质具有容易诱导和电活动及机械活动不稳定的特

性，因而促进了心肌梗死后相关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４］ 。

一、心肌细胞结构的异质性：冠心病所致的心肌梗死促

进的心室重构，使心肌细胞出现缺血后代偿性改变。
１． 心肌纤维化　 心肌梗死后心肌缺血、代谢及机械活动

改变使得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增强同时其分泌

的胶原蛋白增多并且在细胞外基质中沉积，由于肌成纤维细

胞收缩特性导致心肌纤维化，同时心肌梗死后神经体液及机

械变化刺激促进间充质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并且转化

生长因子 β（ＴＧＦβ）、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ＩＩ）、内皮素 １（ＥＴ⁃
１）、血清反应因子（ＳＲＦ）、分裂素激活的蛋白激酶（ＭＡＰＫｓ）
及受体电位通道（ＴＲＰ）构成的激活旁路，进一步加重了梗死

后心肌纤维化
［５］ 。 心室重构过程中心肌细胞纤维化在防止

梗死后心肌破裂、促进损伤心肌愈合与维持稳态的同时也降

低了心肌顺应性，阻碍了正常电脉冲的传导与心室的正常舒

缩活动。 心肌梗死后瘢痕形成与心肌纤维化，形成了具有致

室性心律失常并因此造成猝死的解剖基质。
２． 心肌肥大　 心肌梗死后仍有功能的存活心肌，出现梗

死后缺血适应性变化使得心肌细胞出现肥大，细胞肥大主要

表现在心肌细胞体积的增加，随之细胞电容量增加。 由于细

胞体积增大出现横轴与纵轴半径非成比例增加，使细胞横轴

与纵轴的电容比例及电阻较正常心肌细胞发生异常变化。
Ｃｏｏｋｌｉｎ 等

［６］
研究几内亚猪肥厚心肌发现：胞内阻抗与细胞

半径呈正相关，胞内阻抗增加会增加电冲动去连续性，而电

冲动不连续性具有折返形成的倾向，同时肥厚心肌与心肌间

毛细血管比例失调所造成的心肌缺氧加重了电冲动不连续

性。 心肌细胞电冲动的扩散及其传导速度随着心肌细胞肥

大而下降，导致异位起搏而表现为室性期前收缩
［７］ 。 心肌肥

厚所造成的胞内阻抗增加、电冲动去连续性及细胞间传导速

度减慢可能通过折返、后除极及其它异位自律性参与心肌梗

死后多种室性心律失常的形成。
３． 心肌纤维排列紊乱　 心肌细胞本身所具有的各向异

性的特性是电冲动沿优势路径传导的基础， 心肌纤维的排

列方向，对电信号正常传导和心室统一性机械活动起着重要

作用。 心肌纤维排列紊乱，是心肌梗死后存活心肌在代偿机

制下所发生的心肌纤维化以及心肌肥大的结果。 心肌纤维

排列紊乱，改变了心肌细胞的各向异性及细胞间偶联
［８］ ，可

能导致整个心室的电信号传导和机械舒缩活动去同步化。
心肌纤维排列紊乱，方向多样性增加，可能扰乱动作电位的

传导，延迟电冲动，造成动作电位传导阻滞和折返，而折返形

成是造成致命性心律失常的原因之一。
心肌梗死后心肌细胞出现的结构异质性的变化，增加了

心肌细胞电活动的不稳定性，而且导致了心肌机械活动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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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化趋势，尤其在梗死边缘区心肌细胞所发生代偿性的异

质性变化，增加了梗死边缘区存活细胞岛折返及后除极发生

概率。 梗死边缘区发生肥厚、纤维化及排列紊乱的心肌细胞

形成了致室性心律失常的基质，促进了心肌梗死后室性心律

失常的发生
［９］ 。

二、电偶联的异质性

缝隙连接在心肌细胞间相互联络和传递细微小代谢物、
离子和电信号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组成缝隙连接的

结合体包括 ＣＸ４３、ＣＸ４５ 和 ＣＸ４０，其中在心室细胞中 ＣＸ４３
（缝隙连接蛋白 ４３）是最丰富的缝隙连接结合体，是最主要

的心室肌电偶联蛋白，也是心室肌细胞之间保持正常通讯及

化学信息交换的重要分子基础，其数量、分布及磷酸化状态

决定了心室电传导的速度及各向异性。 在正常心室肌细胞

中，Ｃｘ４３ 主要在闰盘呈簇状分布，以细胞端对端分布为主，
可保证心室肌的纵向传导速度大于横向传导速度

［１０］ 。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Ｔｈｏｍａｓ 等［１１］
研究表型 ＣＸ４３ ＋ ／ ⁃的杂合鼠

模型发现：较正常表型，ＣＸ４３ 蛋白表达下降使得心肌细胞间

电冲动传导减慢且出现单向传导阻滞，为折返形成了基础并

且记录到了频发室性期前收缩，另一种 ＣＸ４３ 编码基因被

Ｃｒｅ⁃ＥＲ（ｔ）融合结构取代的杂合鼠模型，ＣＸ４３ 的表达缺陷不

仅降低了电冲动传导速度，而且改变了心肌细胞间各向异

性，同时发生了异位室性期前收缩或持续室性心动过速。
ＣＸ４３ 基因缺陷的小鼠模型均在出生后死于室性心律失

常
［１２］ 。 也有研究报道指出，ＣＸ４３ 的表达减少导致心肌细胞

间的电信号传导速度减慢，从而增加了心肌细胞电信号传导

的各向异性
［１３］

与前述实验结论相互一致。 然而 Ｔｈｏｍａｓ［１４］

在心肌细胞培养实验与计算机模拟 ＣＸ４３ ＋ ／ ⁃杂合大鼠模型

和 ＣＸ４３ ＋ ／ ＋野生大鼠模型的研究中发现：ＣＸ４３ ＋ ／ ⁃杂合大

鼠模型中 ＣＸ４３ 表达水平较正常表型下降 ４３％ ，但是心肌细

胞间电偶联传导速度无显著下降。 然而 Ｌｅｒｎｅｒ 等在 ＣＸ４３
＋ ／ ⁃杂合大鼠模型中发现：ＣＸ４３ 表达水平下降的鼠模型心

肌缺血后使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增加。 后续有在 ＣＸ 基因

敲除表型为 Ｃｘ４３⁃ ／ ⁃鼠模型发现：与可表达 ＧＦＰ（绿色荧光蛋

白）的野生型大鼠相比，ＣＸ４３ 表达水平下降高达 ９０％ ，然而

电偶联传导速度仅仅比正常大鼠减慢了 ５０％ ，而且心室的机

械舒缩功能无显著改变，但是基因缺陷型大鼠均发生了室性

心律失常性猝死
［１５］ 。 同样在人类缺血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

组织活检中发现，心肌缺血导致的心肌细胞间缝隙连接分布

紊乱且 ＣＸ４３ 的偏侧性增加，ＣＸ４３ 表达水平下降 ３０％ ～
５０％所致缝隙连接减少并使传导速度减慢，尤其是心肌梗死

后梗死边缘区缝隙连接异质性尤为明显并且临床表现出室

性心律失常，有些患者出现心室颤动而猝死
［１６］ 。 最近 Ｄｅｂｏ⁃

ｒａｈ 等
［１１］

通过同源重组的方法，培育出 ＣＸ４３ ＋ ／ ⁃大鼠（该大

鼠模型心肌细胞 ＣＸ４３ 的表达水平仅为正常表型 ＣＸ４３ ＋ ／ ＋
大鼠的 ５０％ ）通过将 ＣＸ４３ ＋ ／ ⁃大鼠与 ＣＸ４３ ＋ ／ ＋ 大鼠结扎

左前降支中远段，形成心肌梗死模型后比较发现：当冠状动

脉阻塞后局部失偶联，使 ＣＸ４３ ＋ ／ ⁃心脏比 ＣＸ４３ ＋ ／ ＋心脏更

容易形成稳定的可诱导的折返环，并且心肌梗死后所致的电

偶联传导减慢、缩短了折返波长，进一步增强了折返环的形

成，折返环是心肌梗死后室性心律失常的主要机制之一，并
且 ＣＸ４３ ＋ ／ ⁃心脏发生室性心律失常是 ＣＸ４３ ＋ ／ ＋ 心脏的 ３
倍。 Ｃａｂｏ 等［１７］

在狗动物实验中标测到，心肌梗死后梗死边

缘区存在折返环，运用免疫荧光聚焦显微镜发现，不同区域

的折返环所在基质缝隙连接蛋白 ４３ 的构像变化不同，偏侧

性分布程度各异，使心肌细胞的导电率及各向异性发生异质

性变化。 在计算机模拟心肌梗死后，缝隙连接异质性模型中

发现：折返波向梗死边缘区电冲动失偶联区移动并趋向稳

定。 缝隙连接使心肌细胞结构在电活动中形成一个统一同

步及相互关联的整体，而部分可能与心肌传导的各向异性有

关，后者是指传导速度在纵轴的阻滞程度小于横轴，即心室

肌的纵向传导速度大于横向传导速度。 当心肌梗死时心室

肌细胞 Ｃｘ４３ 构象迅速发生改变，其表达下调且以侧⁃侧分布

为主导致缝隙连接受限失活，对横轴的传导速度阻滞作用大

于纵轴，从而增加心肌细胞间各向异性的比例，造成细胞间

电冲动失偶联，动作电位传导延迟或阻滞，折返环形成并在

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中起到重要作用
［１７］ 。

三、离子通道的异质性

１． 钠离子通道的异质性：钠离子通道功能性激活，与关

闭和钠电流在心肌细胞动作电位形成，尤其是峰电位形成的

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钠通道的结构和功能的完

整性，与心肌细胞机械及电活动的稳定性密不可分。 Ｃａｂｏ 等

在犬的心肌梗死模型中发现，心肌梗死边缘区兴奋传导速度

比正常的心肌减慢了 ３６％且存在异常的心室搏动，并提出传

导
［１７］

速度减慢可能与钠离子通道再分布有关，参与了折返

性室性心动过速的形成，这与 Ｐｅｔｉｔｐｒｅｚ 等［１８］
在抗肌萎缩蛋白

缺陷的大鼠模型发现钠离子通道减少或表达下降，使左心室

传导速度比正常大鼠下降 ２８％的实验结果相吻合。 整个心

肌细胞钠通道传导率，等于侧壁膜与缝隙连接处钠离子通道

传导率的算术和，通过检测钠离子流的幅度及心肌细胞电信

号传导速度，可比较梗死前后心肌细胞钠通道再分布及钠离

子通道的表达情况。 Ｂａｂａ 等［１９］
通过诱发标测梗死边缘区折

返环研究发现心肌细胞钠离子通道，在缝隙连接处选择性再

分布及钠离子通道表达下降，使得钠电流减小进而细胞传导

速度减慢从而导致单向的传导阻滞并延长了电信号不稳定

的易激期，这与折返性室性心动过速形成有关。 Ｔｓｕｍｏｔｏ
等

［２０］
通过计算机模拟心肌梗死模型研究钠离子再分布，发

现心肌梗死后梗死边缘区心肌细胞钠离子通道较正常心肌

细胞出现明显再分布，且心肌细胞缝隙连接处钠离子通道表

达减少，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假说。 Ｆ１５８４５（选择性钠离子通

道抑制剂）通过阻滞心肌梗死后缺血所致增强的钠电流，减
少了因钠电流增强所致的早期后除极及钙超载，显著降低了

心肌梗死后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
［２１］ 。

２． 晚期钠电流的异质性：钠离子流贯穿于整个动作电

位，而晚期钠电流（与钠电流区别在于无高幅度及峰值而且

在正常心肌细胞动作电位中很小）与心肌缺血的疾病状态有

关，尤其是心肌梗死后，心肌细胞出现代谢异常，棕榈酰肉毒

５６６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第 ３４ 卷第 ８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８



碱、溶血磷脂胆碱等代谢物的积累增强了晚期钠电流
［２１］ 。

晚期钠电流增强使动作电位平台期延长，复极减慢，动作电

位时程延长导致后除极。 增强的晚期钠电流导致细胞内钠

超载，使钠钙交换通道活性增强并且使 Ｌ⁃型钙通道再次开

放，最终导致心肌细胞内 Ｃａ２ ＋
超载。 钙超载不仅具有致心律

失常作用，而且参与了肌质网自发 Ｃａ２ ＋
释放的启动与传递，

释放的 Ｃａ２ ＋
激活肌钙蛋白使心肌细胞收缩过度增强

［２１］ 。 晚

期钠离子流增强改变了心肌细胞的电生理活性使动作电位

时程延长并产生后除极，由于心肌梗死后边缘区的全层心肌

细胞晚期钠电流活性去同一化，增加了复极多样性，为此造

成的折返形成了潜在致命性室性心律失常。 Ｓｏｎｇ 等
［２３］

在豚

鼠的心肌梗死模型中运用膜片钳技术，发现缺血后心肌细胞

晚期钠电流增强与之相关的钙超载，并记录到了后除极电

位，钙超载与后除极造成持续的心肌异常触发电活动。 在临

床试验与动物实验中，雷诺嗪（晚期钠电流抑制剂）应用于梗

死后的心肌细胞，与对照组相比晚期钠电流增强导致的动作

电位时程延长程度降低，有效抑制了异常起搏所致的折返性

室性心动过速与多源性心室颤动
［２４］ 。 最近 ＧＳ９６７（一种新

型的晚期钠电流阻滞剂） 应用于兔心肌梗死模型所致的室

性心律失常显示出效果，从侧面证实了晚期钠电流增强，能
够引发包括尖端扭转性在内的多种室性心律失常

［２５］ 。 增强

的晚期钠电流，延长了动作电位时程、降低复极储备进而增

加了动作电位复极时的不稳定性，造成钠离子依赖性的钙超

载。 心肌梗死后梗死边缘区心肌细胞代谢功能障碍造成了

心肌细胞缺氧、酸中毒，促进了钙离子调节蛋白激酶Ⅱ
（ＣａＭＫＩＩ）激活并使肌质网、钙 ＡＴＰ 激酶、Ｌ⁃钙通道磷酸化激

活造成钙超载，扰乱了兴奋收缩偶联与电冲动的传导，增加

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
［２６］ 。

３． 钙离子通道异质性：心肌细胞膜上的 Ｃａ２ ＋
通道主要有

Ｌ 和 Ｔ 两种类型。 Ｌ 型 Ｃａ２ ＋
通道由 α１、α２、β、γ 和 δ 亚基共

同构成，决定着 Ｃａ２ ＋
通道的电压依赖性，在心肌细胞钙离子

浓度维持及兴奋收缩偶联中起关键作用，是维持心室肌细胞

电活动稳定的基础。 Ｌ 型钙通道活性也与心肌细胞内线粒

体的功能有关，Ｌ 型钙通道激活增强了线粒体膜电位从而使

线粒体代谢活性增强。 心肌梗死后 Ｌ 型钙通道失活导致了

线粒体代谢应激，使代谢功能异常产生并释放超氧化物，而
超氧化物使线粒体膜通透性增加，活性氧的释放可加重心肌

细胞肥厚，而另一方面心肌梗死后缺血所致的心肌细胞代谢

功能障碍又使得 Ｒｙａｎｏｄ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兰尼丁受体）对 Ｃａ２ ＋

敏感性增强。 心肌梗死缺血后线粒体内膜电位失稳定，Ｌ 型

钙通道失活影响心肌细胞内 Ｃａ２ ＋
稳态，可促进心肌梗死后相

关室性心律失常形成
［２７］ ，而 Ｈｉｒｏｓｅ 等［２８］

在犬模型中也证实：
心肌梗死后梗死边缘区心内膜下浦肯野纤维能诱发室性心

律失常。 Ｂｅｌｅｖｙｃｈ 等
［２９］

进一步阐明：梗死边缘区浦肯野纤维

自发性 Ｃａ２ ＋
释放增强，Ｒｙａｎｏｄ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对胞质内 Ｃａ２ ＋

敏

感性也增强，二者共同促进自发性舒张期钙离子波形成。 自

发性舒张期钙离子波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室性心律失常触发

作用。

心肌梗死后心肌重构是一个多种因素参与的病理过程，
使心肌细胞在微观结构及电偶联方面均出现明显异质性。
心肌缺血所致的心肌肥厚、心肌细胞排列紊乱以及纤维化，
尤其是梗死边缘区可能组成了一个异常的收缩与舒张区域，
并且缺血造成了缝隙链接失偶联及离子通道功能异常，使得

瘢痕边缘区存在动作电位时程的多变性，这是折返和后除极

形成的基础。 心肌梗死后心肌细胞尤其是瘢痕边缘区心肌

的组织重构和电重构所产生的心肌细胞异质性，为室性心律

失常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容易诱导的电活动及机械活动不稳

定的基础。 然而目前的研究无法具体阐明组织重构和电重

构的异质性，对心肌梗死后相关室性心律失常产生更重要的

作用，并且在心肌重构方面 ＣＸ４３ 表达减少对电信号传导速

度改变仍存在分歧
［１５］ 。 未来的研究应该聚焦于心肌梗死后

心肌细胞代偿性变化的益处与危险，尤其是进一步研究细胞

间电偶联异常及离子通道变化，在心肌梗死后相关室性心律

失常发生的病理机制，为临床上抗致命性心律失常提供可靠

证据与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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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组织学血管内超声检测冠状动脉易损斑块

的临床应用进展

赵 康　 葛长江　 吕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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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ｐｌａｑｕｅ）破裂和继发

血栓形成是导致急性心血管事件的主要原因。 易损斑块具

有薄纤维帽、大脂质核心及包含大量巨噬细胞在内的炎症细

胞浸润的主要病理特征，即薄纤维帽粥样斑块（ ｔｈｉｎ⁃ｃａｐ ｆｉ⁃
ｂｒｏａｔｈｅｒｏｍａ， ＴＣＦＡ），其易于破裂。 易损斑块的早期识别和

干预对于急性心血管事件的预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虚

拟组织学血管内超声 （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 ＶＨ⁃ＩＶＵＳ）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斑块分析技

术，它综合利用超声波的振幅和频率信息，能够有效识别斑

块中的各种组织成分，弥补了灰阶 ＩＶＵＳ 的不足。 ＶＨ⁃ＩＶＵＳ
可以对冠状动脉斑块进行更加直观和准确的定性与定量分

析，有助于识别导致心脏事件的易损斑块并检测其延展情

况。 本文旨在综述近年来 ＶＨ⁃ＩＶＵＳ 检测冠状动脉易损斑块

的临床应用进展。
一、易损斑块的病理组织学特征

大量基础与临床研究证实，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的发生与斑块的易损性有关。 易损

斑块是指易于形成血栓或可能迅速进展为罪犯病变的斑

块
［１］ ，是 ＡＣＳ 始动最重要环节。 在引起 ＡＣＳ 的易损斑块中，

斑块破裂引起血栓形成约占 ７０％ ，这种易于破裂的斑块的组

织病理特征为大的脂质核心（占斑块面积 ４０％ 以上），表面

有薄的纤维帽（ ＜ ６５μｍ）并有包含大量巨噬细胞在内的炎症

细胞浸润以及平滑肌细胞含量少，称作 ＴＣＦＡ［２］ 。 另外 ３０％
易于形成血栓的易损斑块，在形成血栓时斑块并不发生破

裂，而是因斑块表面腐蚀、钙化结节、斑块内出血等因素引

起，这些斑块表面可能因内皮功能不全、炎症或斑块内组织

因子暴露等因素参与血栓形成。 此外，正性重塑和新生滋养

血管亦是易损斑块的重要特征。
二、ＶＨ⁃ＩＶＵＳ 成像原理

灰阶 ＩＶＵＳ 利用超声反射波的振幅信息，对管腔、管壁及

斑块进行横断面成像，其成像分辨率为 １００μｍ，透射深度可

达 ４ ～ ８ｍｍ，因此，灰阶 ＩＶＵＳ 可以准确地显示冠状动脉腔的

边界，对血管直径、面积及狭窄程度等指标进行准确定量测

定。 但灰阶 ＩＶＵＳ 图像在评价斑块组成方面存在一定局限

性，有时候很难区分富含脂质成分或是纤维组织、斑块内出

血或是血栓。 此外，因为钙化后声影的存在，灰阶 ＩＶＵＳ 无法

识别钙化病变的厚度，亦无法确定钙化后的组织成分。 Ｎａｉｒ
等

［３］
证实，对散射的超声射频信号（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Ｆ）加以

利用通过自动回归分析的方法，可以对粥样硬化斑块组分进

行更准确的分辨，将不同的频率区信号特征与体外病理组织

学结果进行比对，然后对不同的组织成分进行不同颜色的标

配，从而虚拟出粥样硬化斑块的组织成分图像，此即为 ＶＨ⁃
ＩＶＵＳ 技术成像的基本原理。 在 ＶＨ⁃ＩＶＵＳ 图像上，纤维组织

定义（ｆｉｂｒｏｔｉｃ ｔｉｓｓｕｅ，ＦＦ）为深绿色区域，主要由胶原纤维组

成；纤维脂肪组织（ ｆｉｂｒｏｆａｔｔｙ，ＦＦ）定义为浅绿色区域，主要由

包含脂质的松散胶原纤维组成并且无坏死组织的成分；坏死

核心组织（ｎｅｃｒｏｔｉｃ ｃｏｒｅ，ＮＣ）定义为红色区域，主要由大量的

坏死细胞和脂质构成；钙化组织（ｄｅｎｓ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Ｃ）定义为

白色区域，是由钙盐沉积而成。 利用这种分类方法，对识别

上述四种类型的斑块组分均有超过 ９０％ 的预测准确率。
ＶＨ⁃ＩＶＵＳ 斑块分析技术是目前与病理学较为符合的基于导

管的成像技术，因此可以用来区分斑块的不同类型、检测斑

块的进展和易损性。
三、ＶＨ⁃ＩＶＵＳ 的 ＴＣＦＡ 斑块诊断标准

基于病理对照研究， ＶＨ⁃ＩＶＵＳ 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Ａｓ）斑块分为五种类型：ＴＣＦＡ，厚纤维帽粥样斑块（ ｔｈｉｃｋ⁃
ｃａｐ ｆｉｂｒｏａｔｈｅｒｏｍａ，ＴｈＣＦＡ），病理性内膜增厚（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
ｔｉｍａｌ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ＰＩＴ） ， 纤维斑块（ｆｉｂｒｏｔｉｃ ｐｌａｑｕｅ）和纤维钙化

斑块（ ｆｉｂｒｏｃａｌｃｉｆｉｃ ｐｌａｑｕｅ）。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等［４］
利用 ＶＨ⁃ＩＶＵＳ 技

术进行了基于病理组织学体内研究，制定了 ＴＣＦＡ 斑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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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Ｈ⁃ＩＶＵＳ 诊断标准：斑块负荷≥４０％ 、坏死核心面积占斑块

比例≥１０％且与管腔直接接触、并至少在 ３ 个连续的横断面

出现。
ＶＨ⁃ＩＶＵＳ 轴向分辨率在 １００ ～ １５０μｍ 左右，因此其对

“薄纤维帽” 的诊断标准与病理组织学定义尚存在一定

差距
［５］ 。
四、ＶＨ⁃ＩＶＵＳ 在冠状动脉易损斑块检测中的应用

根据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等对 ＴＣＦＡ 的 ＶＨ⁃ＩＶＵＳ 诊断标准，Ｈｏｎｇ
等

［６］
对稳定型心绞痛和 ＡＣＳ 患者进行了 ３ 支血管的 ＶＨ⁃

ＩＶＵＳ 研究，结果显示，在 ＡＣＳ 患者冠状动脉中，有明显比较

多比例的破裂斑块（２ ６：１）和 ＴＣＦＡ 斑块（１ ５：１）。 Ｈｏｎｇ
等

［８］
的研究结果与之前的病理组织学研究结果具有很好的

相关性，进一步表明，ＶＨ⁃ＩＶＵＳ 在检测易损斑块方面，有着很

重要的临床意义。 为了达到冠心病二级预防的目标，临床上

有必要检测 Ａｓ 疾病的进展，并预测可能发展成为 ＡＣＳ 的不

稳定斑块。
Ｋｕｂｏ 等［７］

利用 ＶＨ⁃ＩＶＵＳ 技术研究了冠状动脉非罪犯病

变（ｎｏｎ⁃ｃｕｌｐｒｉｔ ｌｅｓｉｏｎｓ，ＮＣＬ）的自然发展过程，此研究入组患

者大部分为稳定性冠心病患者，结果显示 ９ ３％ 的 ＮＣＬ 为

ＴＣＦＡ 斑块，在 １２ 个月随访期间，７５％的 ＴＣＦＡ 会“自愈”，演
化为更稳定的斑块类型，而部分位于冠状动脉近段且斑块负

荷较大的 ＴＣＦＡ 仍未愈合；小部分 ＰＩＴ 及 ＴｈＣＦＡ 进展为 ＴＣ⁃
ＦＡ；与纤维性及纤维钙化性斑块相比，ＰＩＴ、ＴＣＦＡ 和 ＴｈＣＦＡ
斑块体积明显进展。 五种斑块类型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

疾病活动性，即 ＰＩＴ、ＴＣＦＡ 和 ＴｈＣＦＡ 代表活动性病变，纤维

性及纤维化钙化性斑块代表稳定性病变。 Ｚｈａｏ 等
［８］

在 ＨＯ⁃
ＲＩＺＯＮＳ⁃ＡＭＩ 研究中，利用 ＶＨ⁃ＩＶＵＳ 观察了急性 ＳＴ 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患者 ９９ 处 ＮＣＬ 的自然发展过程，结果显示，４１％
的 ＮＣＬ 表现为 ＴＣＦＡ；在 １３ 个月的随访期间，仅 ２２％的 ＴＣ⁃
ＦＡ“自愈”，演变为更稳定的斑块类型，而大部分位于冠状动

脉近段的 ＴＣＦＡ 仍未愈合，并伴随着最小管腔面积（ｍｉｎｉｍｕｍ
ｌｕｍｅｎ ａｒｅａ，ＭＬＡ） 减小及斑块内坏死核心比例明显增加；
２１％的 ＮＣＬ（来源于 ＰＩＴ 和 ＴｈＣＦＡ）在随访过程中进展为 ＴＣ⁃
ＦＡ。 综合分析两项研究结果提示易损斑块的“自愈能力”和
其在冠状动脉树中的分布有关，在冠状动脉近段的 ＴＣＦＡ“自
愈能力”差，不易稳定，并且 ＡＣＳ 患者较稳定性心绞痛患者

含有更高比例的位于冠状动脉近段的 ＴＣＦＡｓ。
关于易损斑块在冠状动脉树中的分布特征，一项 ＶＨ⁃

ＩＶＵＳ 研究
［９］

结果显示，ＡＣＳ 患者非罪犯病变的斑块负荷、坏
死核心比例、ＴＣＦＡ 比例在冠状动脉树中存在分布梯度，即从

冠状动脉近段向远段递减（除外右冠状动脉，其分布位置较

均匀）。 此项 ＶＨ⁃ＩＶＵＳ 研究证实并拓展了前期对冠状动脉

易损斑块分布特征的研究结果。 通过 ＶＨ⁃ＩＶＵＳ 技术明确易

损斑块在冠状动脉树中的分布特征，将有助于我们对冠心病

的发生发展过程有更加深入的认识，相信将来有可能对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策略产生影响。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研究（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ｔｒｅ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是第一个

前瞻性评价易损斑块进展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旨在通过冠状

动脉内影像学技术尤其是 ＶＨ⁃ＩＶＵＳ 早期发现可导致未来不

良事件的易损斑块
［１０］ 。 该研究入选了 ６９７ 例 ＡＣＳ 患者，在

成功对罪犯病变置入支架后，对 ３ 支冠状动脉进行定量冠状

动脉造影（ＱＣＡ）和 ＩＶＵＳ（包括灰阶 ＩＶＵＳ 和 ＶＨ⁃ＩＶＵＳ）检查，
所有患者均接受优化药物治疗并平均随访 ３ ４ 年，对发生

ＭＡＣＥ 事件（心源性死亡、心脏骤停、心肌梗死和因不稳定性

心绞痛再入院）者再次行 ＱＣＡ 和 ＩＶＵＳ 评价。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研

究对非罪犯病变亚组分析显示，斑块负荷≥７０％ 、ＭＬＡ≤４
ｍｍ２、ＴＣＦＡ 是非罪犯病变相关 ＭＡＣＥ 的独立预测因子，并且

三者具有累加效应。 仅含 ＴＣＦＡ 的病变，其 ＭＡＣＥ 发生率为

４ ９％ （ＨＲ ＝ ３ ９０，９５％ ＣＩ：３ ２５ ～ ６ ７６）；同时存在 ＴＣＦＡ 和

ＭＬＡ≤４ ｍｍ ２
的病变，其 ＭＡＣＥ 发生率为 １０ ２％ （ＨＲ ＝

６ ５５，９５％ ＣＩ：３ ４３ ～ １２ ５１）；同时存在 ＴＣＦＡ、ＭＬＡ≤４ ｍｍ
２
和斑块负荷≥７０％ 的病变，其 ＭＡＣＥ 发生率 １８ ２％ （ＨＲ ＝

１１ ０５，９５％ ＣＩ：４ ３９ ～ ２７ ８２）。 因此，ＶＨ⁃ＩＶＵＳ 检测到的易

损斑块能够预测未来不良冠状动脉事件，尤其当 ＴＣＦＡ 与

ＭＬＡ 和斑块负荷结合后其对 ＭＡＣＥ 的预测能力更强。
ＶＩＶＡ 研究 （ＶＨ⁃ＩＶＵＳ ｉｎ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ｓｔｕｄ⁃

ｙ） ［５］
同样发现 ＴＣＦＡ、斑块负荷≥７０％ 、ＭＬＡ≤４ ｍｍ２

为非罪

犯病变相关 ＭＡＣＥ 的独立预测因子，同时指出在斑块分析水

平上，ＴＣＦＡ 与非罪犯病变 ＭＡＣＥ 相关，而在患者分析水平

上，非钙化的 ＴＣＦＡ（斑块内钙化面积 ＜ １０％ ）与非罪犯病变

ＭＡＣＥ 相关。 考虑到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研究中 ＭＡＣＥ 事件大部分

为因不稳定性心绞痛驱使的再次入院，为进一步分析 ＶＨ⁃
ＩＶＵＳ 观察的斑块特征对急性冠状动脉事件（自发斑块破裂

导致的 ＡＣＳ 和死亡）的预测价值，Ｃｈｅｎｇ 等
［１１］

引领了一项

ＡＴＨＥＲＯＲＥＭＯ⁃ＩＶＵＳ 研究，入选了 ５８１ 例冠心病患者，其中

有 ２６３ 例为稳定性心绞痛，其余为 ＡＣＳ，随访时间 １ 年，对
ＭＡＣＥ 事件的定义是死亡、ＡＣＳ 和意外的再次血运重建，结
果提示 ＴＣＦＡ 和斑块负荷≥７０％ 是非罪犯血管相关 ＭＡＣＥ
的独立预测因素，而仅有 ＴＣＦＡ 是非罪犯血管相关“ＡＣＳ 和

死亡”复合终点的独立危险因素，另外该研究亦发现无论在

随访≥６ 个月及以后，与非 ＴＣＦＡ 斑块相比，大的 ＴＣＦＡ 斑块

（斑块负荷≥７０％ ）都表现为明显高的 ＭＡＣＥ 事件，而小的

ＴＣＦＡ 斑块（斑块负荷≤７０％ ）只在 ６ 个月后才表现为较高的

ＭＡＣＥ 事件，提示斑块负荷大的 ＴＣＦＡ 比斑块负荷小的 ＴＣＦＡ
携带更高的事件风险，尤其是在短期内。

Ｘｉｅ 等［１２］
在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研究中对破裂非罪犯斑块的形

态学特征和临床预后进行了重点分析，结果发现接受了

ＩＶＵＳ 检查的 ６６０ 例 ＡＣＳ 患者中破裂非罪犯斑块检出率为

１４ １％ ，ＶＨ⁃ＩＶＵＳ 分析揭示破裂非罪犯斑块与非破裂非罪犯

斑块相比，更多的表现为纤维粥样斑块（含有残余坏死核

心），经多因素分析后发现长病变、大的斑块负荷、大的外弹

力膜面积以及 ＴＣＦＡ 类型为斑块破裂的独立预测因子，然而

在临床预后方面并未发现破裂非罪犯斑块增加患者的

ＭＡＣＥ 事件发生率，可见优化药物治疗功不可没。
ＴＣＦＡ 斑块并非都会破裂，破裂的 ＴＣＦＡ 斑块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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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发冠状动脉事件而可能保持“沉默”，这其中哪些斑块特

征在起着关键性作用？ 一项结合了 ＶＨ⁃ＩＶＵＳ 和光学相干断

层造影（ＯＣＴ）的临床研究提供了答案
［１３］ ，该项研究对 ８２ 例

ＡＣＳ 患者 ４９ 处破裂罪犯斑块 （ ｒｕｐｔｕｒｅｄ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ｐｌａｑｕｅｓ ，
ＲＣＰ）、１９ 处破裂非罪犯斑块（ ｒｕｐｔｕｒｅｄ ｎｏｎｃｕｌｐｒｉｔ ｐｌａｑｕｅｓ ，
ＲＮＣＰ）以及 ５８ 处非破裂 ＴＣＦＡ 斑块进行形态学分析结果发

现，易损斑块破裂的决定因素是纤维帽厚度（ ＜ ５２μｍ），而大

的斑块负荷（ ＞ ７６％ ）和狭窄的管腔（ ＜ ２ ６ｍｍ２）是破裂引起

事件的关键斑块特征。
检测易损斑块生物标志物对高危患者治疗决策有着重

要意义。 近年来，应用 ＶＨ⁃ＩＶＵＳ 技术分析生物学标志物与

易损斑块的相关性已成为热点。 Ｐａｒｋ 等
［１４］ ，利用 ＶＨ⁃ＩＶＵＳ

对易损斑块和多项血清学标志物进行了研究，这些标志物包

括基质金属蛋白酶⁃２、基质金属蛋白酶⁃９、金属蛋白酶组织抑

制剂⁃１、脂联素及巨噬细胞游走抑制因子结果提示，基质金

属蛋白酶⁃９ 与斑块破裂相关，然而未发现这些生物标志物与

ＴＣＦＡ 的相关性。 Ｈｏｎｇ 等［１５］
发现在 ＡＣＳ 患者和糖尿病患者

中微量白蛋白尿是 ＴＣＦＡ 斑块的独立预测因子。 Ｄｅｆｔｅｒｅｏｓ
等

［１６］
发现，血清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相关的凋亡诱导配体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ｔｕｍｏｕ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ｌｉｇ⁃
ａｎｄ，ｓＴＲＡＩＬ） 浓度与 ＴＣＦＡ 发生率成负相关。 ＡＴＨＥＲＯ⁃
ＲＥＭＯ⁃ＩＶＵＳ 研究，同时也是一个利用 ＶＵ⁃ＩＶＵＳ 技术探讨多

种生物标志物和冠状动脉斑块特征以及患者临床预后关系

的大型研究，在该研究中，Ｃｈｅｎｇ 等
［１７］

对血液循环中多种趋

化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单核细胞趋化蛋白⁃１（ＭＣＰ⁃１）、
巨噬细胞炎性蛋白⁃１α（ＭＩＰ⁃１α）水平与 ＴＣＦＡ 检出率以及斑

块负荷成正相关，而 Ｔ 细胞表达 ／分泌活化因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ｕｐ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Ｔ ｃｅｌ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ｔｅｄ， ＲＡＮＴＥＳ）
则与之成负相关，并且 ＲＡＮＴＥＳ 水平与患者 ＭＡＣＥ 事件发生

率成负相关；Ｂａｔｔｅｓ 等［１８］
则对多种血液循环中的细胞因子，

包括 ＴＮＦ⁃α，ＴＮＦ⁃β，ＴＮＦ⁃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２，ＦＮ⁃γ，ＩＬ⁃６， ＩＬ⁃８， ＩＬ⁃１０
和 ＩＬ⁃１８ 进行了研究结果提示，ＴＮＦ⁃α 血清水平与稳定性心

绞痛患者 ＴＣＦＡ 检出率和斑块负荷呈正相关，而 ＩＬ⁃１０ 血清

水平无论在 ＡＣＳ 患者或者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中，与 ＴＣＦＡ 检

出率和斑块负荷呈负相关；Ｃｈｅｎｇ［１９］
对高敏 Ｃ 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亦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其与高危斑块三个特征的关

系结果提示，ｈｓ⁃ＣＲＰ 是斑块负荷≥７０％的生物标志物，而与

ＴＣＦＡ 和 ＭＬＡ≤４ ｍｍ２
无关，同时指出 ｈｓ⁃ＣＲＰ ＞ ３ｍｇ ／ Ｌ，是 １

年 ＭＡＣＥ 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Ｂａｔｔｅｓ 等［２０］
同时对血液循环

中的急性时相蛋白（ａｃｕｔｅ ｐｈａｓ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ＡＰＰｓ），包括 α１ 抗

胰蛋白酶、α２ 巨球蛋白（Ａｌｐｈａ⁃２⁃Ｍａｃｒ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补体 Ｃ３、铁
蛋白、结合珠蛋白及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１（ＰＡＩ⁃１）进行

分析提示，铁蛋白水平和冠状动脉斑块容积相关，ＰＡＩ⁃１ 是

“死亡和 ＡＣＳ”的复合终点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未发现

ＡＰＰｓ 和斑块组成和易损性的相关性；Ｓｏｎｎｅｖｅｌｄ 等
［２１］

研究了

血管假性血友病因子（ＶＷＦ），发现 ＡＣＳ 患者 ＶＷＦ 水平明显

高于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并揭示 ＶＷＦ 是两种患者不良预后

的预测因素，但却未发现 ＶＷＦ 与斑块易损性的明显相关性。

对于易损斑块，尤其是含有易损斑块的临界病变，是采

取药物治疗还是预防性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是近年来介入

治疗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尽管 ＶＨ⁃ＩＶＵＳ 能有效识别 ＴＣ⁃
ＦＡ，介入处理有效的覆盖可建立易损斑块与血液的屏障，减
少血栓事件的发生。 但介入后再狭窄和支架内血栓的风险

和高危病变自发破裂的风险，两者哪个更大，目前仍是未知

数。 此外，易损斑块的支架置入尤其需要考虑到组织脱垂、
支架扩张和支架贴壁的问题。 ２００９ 年，荷兰鹿特丹中心的

ＳＥＣＲＩＴＴ Ｉ 研究应用 ＶＨ⁃ＩＶＵＳ 识别 ＴＣＦＡ，进行了第一例含

易损斑块（ ＴＣＦＡ）的临界病变的支架置入
［２２］ （采用 ｖＰｒｏｔｅｃｔ

自膨胀支架保护易损斑块），该 ＴＣＦＡ 斑块术前冠状动脉造

影提示 ４０％ 狭窄，ＩＶＵＳ 测定 ＭＬＡ 为 ４ ２ｍｍ２、斑块负荷为

７１％ ，ＯＣＴ 测定纤维帽厚度为 ６０μｍ，术后 ＩＶＵＳ 和 ＯＣＴ 显示

支架扩张及贴壁良好，且无组织脱垂及夹层，６ 个月随访显

示 ＴＣＦＡ 已被增生的血管内膜完全覆盖，且无支架内再狭

窄。 国内一项 ＶＨ⁃ＩＶＵＳ 研究表明，含易损斑块（ＴＣＦＡ）的罪

犯病变介入治疗后增加了晚期支架贴壁不良的风险
［２３］ 。 对

易损斑块预防性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能否改善患者预后，
对于这一点，仍需要大量的临床试验来验证。

五、ＶＨ⁃ＩＶＵＳ 和 ＯＣＴ 在冠状动脉易损斑块检测中的

比较

ＩＶＵＳ（包括灰阶 ＩＶＵＳ 和 ＶＨ⁃ＩＶＵＳ） 成像范围和穿透力

较强，可以显现血管病变的全貌，测定外弹力膜面积、斑块面

积、斑块负荷，显示血管的正性重构和负性重构，并可动态观

察斑块负荷及成分的演变。 但其分辨率有限，无法准确测定

纤维帽厚度，故其鉴定的 ＴＣＦＡ 与病理组织学定义尚存在一

定差距，与病理学相比，ＶＨ⁃ＩＶＵＳ 可能会高估 ＴＣＦＡ 的数量，
将一部分病理学定义的 ＴｈＣＦＡｓ 误判为 ＴＣＦＡｓ。 另外，ＶＨ⁃
ＩＶＵＳ 不能有效识别血栓形成，因此含有血栓的罪犯病变可

能被误判为 ＰＩＴ 或纤维斑块，当 ＴＣＦＡ 覆盖血栓时可能被误

诊断为 ＴｈＣＦＡ，从而遗漏易损斑块。 ＯＣＴ 是目前分辨率最高

的血管腔内成像技术，其分辨率可达 １０ ～ ２０μｍ［２４］ ，是 ＩＶＵＳ
分辨率 １０ 倍，可准确识别病理学意义的“薄纤维帽”，并能够

识别纤维帽中的巨噬细胞，此外 ＯＣＴ 对斑块破裂、斑块侵

蚀、血栓形成的识别能力也优于 ＩＶＵＳ，但 ＯＣＴ 的组织穿透力

明显逊于 ＩＶＵＳ，最大约为 ２ｍｍ 左右
［２５］ ，难以清楚分辨血管

外模结构和评价血管的重构性改变。 故 ＩＶＵＳ 和 ＯＣＴ 在评

价易损斑块中各有所长，二者可起互补的作用。
总之，识别易损斑块是 ＶＨ⁃ＩＶＵＳ 最为重要的应用，但

ＶＨ⁃ＩＶＵＳ 作为一项新的腔内影像学技术，仍存在一些局限

性，如能将 ＶＨ⁃ＩＶＵＳ 与 ＯＣＴ 技术相结合则可以更准确地对

易损斑块进行形态学评估，后者对易损斑块特征的评价，如
斑块破裂、冠状动脉内血栓及斑块内巨噬细胞浸润等远胜过

其它显像模式；或将 ＶＨ⁃ＩＶＵＳ 技术与血清生物标志物检测

以及新近发展的易损斑块分子影像学技术
［２６］

相结合亦可能

增加易损斑块的检出率并提高不良预后风险评估的能力。
随着 ＶＨ⁃ＩＶＵＳ 技术的不断完善，我们相信其对易损斑块的

分析能力将会继续增强，对斑块破裂和不良冠状动脉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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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能力也将会进一步提高，进而有可能改变冠心病患者药

物和介入治疗的现状，以达到更好的冠心病二级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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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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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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考虑本研究的数据是否满足该方法的使用条件。 例如，医学研究

中经常要进行两组或多组间均数的比较，有些医学生直接就采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统计。 实际上，ｔ 检
验和方差分析都是参数检验，需要满足前提条件：正态性和方差齐性。 正态性是指各组资料要服从正态分布

（或近似正态分布）；方差齐性指各组资料取自的总体方差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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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学生都忽略了这一步，因而可能出现统计学问题。 只有按照各种统计学方

法自身的适用条件来合理使用，统计方法才能成为发现数据内在统计规律的有力工具。
２． 忽略研究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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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应用中的正确率却低于 １０％ ［２］。 除了

上述的说明不清楚和忽略使用条件的问题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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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呈正态分布的单因素多水平定量资料，两组间的比较可用 ｔ 检验；两组以上资料的比较则需选用方

差分析。 有些医学生简单地使用 ｔ 检验来处理多组间的比较。 这样做的问题是由于多次采用 ｔ 检验，增加

了假阳性错误的概率；同时失去了原来多组设计的意义，不能给出概括性的结论，因此结论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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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检验结果为各组总体均

数间不完全相等时，再进一步进行组间均数的两两比较。 如果当任何两个均数之间都要比较，可采用 ＳＮＫ
法，而如果要分别将各试验组与同一个对照组比较，可采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 法。 当资料不满足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

时，需对资料进行数据正态化处理或采用秩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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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资料即为重复测量的资料，例如研究对象服用某种药物后多个时间点的血压值。 由

于同一个体不同次测量的结果往往存在相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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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单因素方差分析要求各比较组间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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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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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存在相关性，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即可；如存在相关性，则需进行重复测量

数据的方差分析
［３］。

（３）误用 χ２
检验处理有序的列联表资料：对于定性资料，很多医学生都会直接应用 χ２

检验来处理。 实

际上，因研究设计的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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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双向无序的列联表，可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分析。 但需注意的是在列联表的 χ２

检验中，若
Ｐ ＜０ ０５，只能得出总的结论。 如需进行两两比较时，因为重复多次的检验将使第一类错误扩大，因此需重新设

定检验水准，通常采用 α′ ＝ α ／ Ｎ，其中 Ｎ 为所需检验的次数
［４］。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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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疾病的不同严重程度和预后的不同水平等，然后分类计数各组研究对象的具体状

态。 这种资料属于有序的（等级的）列联表资料，看似可以用 χ２
检验处理，但 χ２

检验只能比较各组的构成，而
与顺序或等级无关，因而此类资料应采用与分组顺序有关的检验方法，如秩和检验和 Ｒｉｄｉｔ 分析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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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糖尿病患者

和正常对照，有时还需按患者的不同特征分为多组，如血糖正常、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减低和糖尿病四种情

况。 为了突出总样本量，有些医学生把所有研究对象合计在一起进行分析。 事实上，由于各组研究对象在生

物学特征上可能有明显差异，这种合并分析需特别谨慎。 尤其是进行相关分析时，指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组

之间可能完全不同，即研究对象不同质，因此不应合并在一起进行相关分析。

（摘自《心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５ 年 ２１９ 页，作者：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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