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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生 ＭＡ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卿恩明 ＱＩＮＧ Ｅｎｍｉｎｇ 孙立忠 ＳＵＮ Ｌｉｚｈｏｎｇ
温绍君 ＷＥＮ Ｓｈａｏｊｕｎ　 吴庆华 ＷＵ Ｑｉｎｇｈｕａ　 吴学思 ＷＵ Ｘｕｅｓｉ
杨新春 ＹＡＮＧ Ｘｉｎｃｈｕｎ　 张兆琪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ｑｉ 赵　 冬 ＺＨＡＯ Ｄｏｎｇ
周其文 ＺＨＯＵ Ｑｉｗｅｎ　 周玉杰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ｅ

编　 　 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Ｓ（以汉语拼音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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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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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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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兆苏 ＷＵ Ｚｈａｏｓｕ
许尚栋 ＸＵ 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颜红兵 ＹＡＮ Ｈｏｎｇｂｉｎｇ
姚崇华 ＹＡＯ Ｃｈｏｎｇｈｕａ
杨新春 ＹＡＮＧ Ｘｉｎｃｈｕｎ
易定华 ＹＩ Ｄｉｎｇｈｕａ
勇　 强 ＹＯＮＧ Ｑｉａｎｇ
张宏家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ｉａ
张慧信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ｘｉｎ
张健群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ｑｕｎ
张维君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ｊｕｎ
张英川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ｃｈｕａｎ
张兆琪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ｑｉ
张志泰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ｔａｉ
赵　 冬 ＺＨＡＯ Ｄｏｎｇ
周其文 ＺＨＯＵ Ｑｉｗｅｎ
周迎生 ＺＨＯＵ 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周玉杰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ｅ
朱光发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ｆａ
朱小玲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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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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ｕｃｈ ＫＨ，Ｋｕｎｚｅ ＫＰ，Ｓｃｈｌｕｔｅｒ Ｍ，ｅｔ ａｌ．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ｄ ｆｒｅｅ⁃ｗａｌｌ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ｂｙ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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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冠状动脉支架５毫米以外近端与远端

再狭窄的比较研究

李颖娜　 吴 芳　 田树平　 宋 翔　 具海月　 杨 立

　 　 ［摘要］ 　 目的：探究支架通畅情况对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外的节段血管节段的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

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支架置入术后行冠状动脉血管造影（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ＡＧ）的患者 ７８ 例，
分为支架无狭窄组与支架再狭窄组，收集两组支架两端 ５ｍｍ 以外血管节段的粥样硬化进展情况。 结

果：支架无狭窄组，支架近端 ５ｍｍ 以外血管节段的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小于远端血管节段［５３ ２（２７ ６，７５ １）ｖｓ．
７０ １（３２ １，８３ １）分，Ｐ ＜ ０ ０１］；而在支架再狭窄组，两者无明显差异［５４ ７（２３ １，７４ ２） ｖｓ． ５９ ３（２４ ６，
８０ １）分，Ｐ ＞ ０ ０５］。 同时支架无狭窄组，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外血管节段粥样硬化发生率高于支架再狭

窄组（５０ ６％ ｖｓ． ２３ １％ ；Ｐ ＜ ０ ０５）。 结论：支架远端 ５ｍｍ 以外血管节段粥样硬化较易出现于无狭窄

时，且远端狭窄程度多大于其近端。
［关键词］ 　 支架再狭窄；支架两端血管；无支架血管；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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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几年来，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已经成为了

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重要手段。 但是

支架腔内再狭窄（ ｉｎ⁃ｓｔｅｎｔ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ＩＳＲ）的发生率

也相当高
［１⁃４］。 从目前的资料看，依其病例和支架

种类的不同， ＩＳＲ 的发生率大多报道为 ２０％ ～
４０％ ， 波动在 １０％ ～６０％ 。 即使配合支架术后严格

的抗凝、抗血小板、降脂等一系列措施，其发生率也

在 ２０％左右
［５］。 对支架的狭窄情况及其对支架近

远端 ５ｍｍ 以内血管节段的粥样硬化影响方面关注

的很多，认为支架对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内的血管

节段的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大
［６］ ，从而将其与支架

的畅性改变看成是统一的整体。 而就目前看来，
支架通畅情况对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外的血管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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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样硬化进展的影响研究相对少见。 本文主要针

对行过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手术的患者，利用冠状

动脉血管造影（ＣＡＧ）观察支架术后，支架通畅情

况对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外的血管节段狭窄的情况

进行对比研究。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收集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于我院行支架置入术后，因再次

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症状或常规支架术后复查

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共 １９６ 例，按照纳入 ／排除标

准进行筛选，最终纳入 ７８ 例，其中男性：５０ 例，平均

年龄（６２ ８ ± ８ １）岁。 纳入标准：①只在我院行过

一次支架置入手术的患者；②每个患者只置入 １ 个

支架；③每个患者支架所在血管在支架手术前只有

手术所在部位存在粥样硬化病变的患者；④最近一

次复查时间距支架置入的手术时间间隔≥１２ 个月

的患者；⑤最近一次 ＣＡＧ 复查时支架所在血管新出

现≤１ 处粥样硬化病变，且该病变的长度仅局限在

一个血管节段；⑥未进行过搭桥手术的患者。 排除

标准：①同时患有其他非心血管疾病的患者；②进行

过搭桥手术，心脏瓣膜手术的患者。 研究对象的平

均时间间隔（最近一次复查距初次做检查的时间

差）为 ２４ ５（１７ ～ ６４）个月。 时间间隔定义为：患者

最近一次冠状动脉造影的时间与首次进行支架置入

手术的时间之差（以月为单位）。 本次观察的冠状

动脉主要包括：右冠、前降支、回旋支及其一级分支

血管；每根血管分成近、中、远三段。
２． 冠状动脉造影图像分析　 对术后和随访复查

冠状动脉造影图像至少取两个垂直平面作 ＱＣＡ 分

析。 所有图像分析均由有经验人员使用思创工作站

血管分析软件，对病变血管冠状动脉狭窄处自动勾

边，获取 ＱＣＡ 有关参数。 复查造影时根据支架再狭

窄与否分为：无再狭窄组与支架再狭窄组。 支架未

狭窄组：指复查时支架内未见支架内膜增生或支架

内再狭窄情况；支架再狭窄组：指复查时支架内可见

支架内膜增生与支架再狭窄两种情况。 所有患者支

架以外血管节段的粥样硬化斑块狭窄程度的计算采

用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法对各支冠状动脉狭窄病变定量评

定。 狭窄程度≤２５％ ：１ 分；２６％ ～ ５０％ ：２ 分；５１％
～７５％ ：４ 分；７６％ ～ ９０％ ：８ 分；９１％ ～ ９９％ ：１６ 分；
１００％ ：３２ 分。 不同节段再乘以相应系数：左主干 ×
５；左前降支近段 × ２ ５；中段 × １ ５；远段 × １；第一对

角支 × １；第二对角支 × ０ ５；左回旋支 × ２ ５，远段和

后降支、钝缘支均 × １，右冠近段、中段、远段均 × １；
每例患者最终总积分为各段积分之和

［７］。
３． 统计学方法　 全部统计分析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包处理。 计量数据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非正

态分布资料用中位数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率）表示，
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　 果

１． 基线人口学与临床特征　 共收集患者 ７８ 例，
男性 ５０ 例，平均年龄（６２ ８ ± ８ １）岁，平均随访时

间约 ２４ ５（１７ ～ ６４）个月，支架置入的血管包括前降

支、右冠状动脉、回旋支、粗大对角支及钝缘支。 根

据支架的再狭窄情况分为两组：支架未狭窄组与支

架再狭窄组，其中支架再狭窄组有 ２６ 例。 两组性

别、年龄、平均心率及合并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

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表 １）。

表 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 ［ｘ ± ｓ，ｎ（％ ）］

项目
再狭窄组

（ｎ ＝ ２６）
未狭窄组

（ｎ ＝ ５２）
Ｐ 值

年龄 ／岁 ６１ ９ ± １２ ４ ６３ ２ ± １１ ３ ０ ６４
性别 ／男性 １４ （５３ ８） ３６ （６９ ３） ０ ２８
心率 ／ （次 ／分钟） ７４ １ ± ９ ４ ７２ １ ± １１ ９ ０ ４６
体质量指数（ｋｇ ／ ｍ２） ２５ ３ ± ３ ２ ２４ ９ ± ４ ４ ０ ６９
吸烟 １６ （６１ ５） ２７ （５１ ９） ０ ４２
糖尿病 ９ （３４ ６） １７ （３２ ７） ０ ８７
高血压 １８ （６９ ２） ３５ （６７ ３） ０ ８６
高脂血症 １４ （５３ ８） ２８ （５３ ８） １ ００
不稳定心绞痛 １４ （５３ ９） ４０ （７０ １８） ０ １５
间隔时间 ／月 ２３ ８ ± ２０ ３ ２４ ５ ± ２６ ０ ０ ９１

　 　 ２． 两组支架及相关血管通畅性情况　 支架再狭

窄组与未狭窄组研究对象中的支架的直径比较

［（３ ０ ± ０ ４）ｖｓ． （３ ０ ± ０ ５）ｍｍ， Ｐ ＞ ０ ０５］；两组支

架长度比较［（２４ ４ ± ６ ２）ｖｓ． （２５ ２ ± ６ ５）ｍｍ， Ｐ ＞
０ ０５］。

３． 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外血管节段粥样硬化情

况　 支架未狭窄组，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外血管节段

的粥样硬化发生率稍多于支架再狭窄组（２３ １％
ｖｓ． ５０ ６％ ；Ｐ ＝ ０ ０２）。 同时，组内比较发现，支架未

狭窄组，支架远端血管节段粥样硬化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大

于其近端血管节段 ［ ５３ ２ （ ２７ ６， ７５ １ ） ｖｓ． ７０ １
（３２ １，８３ １），Ｐ ＜ ０ ０１］；支架再狭窄组，支架两端

血管节段粥样硬化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无明显差异（Ｐ ＞
０ ０５，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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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复查时支架置入血管的 Ｇｅｎｓｉｎｉ 积分［Ｍ（ＱＲ）］
部位 再狭窄组（ｎ ＝ ２６） 未狭窄组（ｎ ＝ ５２）

支架近端血管 ５４ ７（２３ １，７４ ２） ５３ ２（２７ ６，７５ １）
支架远端血管 ５９ ３（２４ ６，８０ １） ７０ １（３２ １，８３ １）
Ｐ 值 ０ ６２ ０ ０１

讨　 论

本文探究支架置入术后，支架再狭窄情况对支

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外的血管节段动脉粥样硬化进展

的影响。 通过分析可知支架 ５ｍｍ 以外的血管节段

粥样硬化，较易出现于支架未狭窄时，且远端粥样硬

化狭窄程度多大于其近端。 而对于无支架的冠状动

脉，两组间血管粥样硬化的发生率、粥样硬化的狭窄

程度均无明显差异。
目前，支架再狭窄情况对支架旁血管节段的

影响研究最多的是，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内血管节

段。 一系列对于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内的血管节段

的研究发现，支架通畅性改变可以导致支架内血

流动力学改变，进而最终导致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

内血管节段血管壁的剪切力改变，进而导致其负

性重构、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５⁃６］ 。 有研究认为，支

架通畅性对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内的远端血管节段

的粥样硬化进展影响显著
［８］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

相一致。
本研究发现，支架 ５ｍｍ 以外的远端血管粥样硬

化狭窄程度大于其近端。 其机制可能是，远端血管

内径稍小于近段血管节段，而血管剪切力与血管半

径 ｒ３ 呈反比。 有学者研究证实，血管壁剪切力通过

内皮细胞的刺激，通过感受器分子的转化和信号通

路的传导影响到一系列转录因子如 ＡＰ⁃１、ＮＦ⁃κ、
ＰＰＡＲγ 和 ＬＫＬＦ［９⁃１４］

等的表达或基因的多态性，如脂

联素基因（ ｒｓ２２４１７６６） ［１５］，这些转录因子或基因多

态性的变化可引起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生物学效

应。 因而，当血流量变化不大时，支架远端的血管节

段负性重构等粥样硬化进展较支架近端明显。 且王

雪蕊等
［１６］

还发现，血流剪切力可能通过上调血管内

皮细胞过敏毒素 Ｃ３ａ 受体，调节内皮细胞炎症因子

及黏附分子表达，从而从另一个方向加促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的进程。 同时支架 ５ｍｍ 以内的研究还发

现，支架内最小内膜面积与其远端 ５ｍｍ 以内的血管

节段的内膜面积呈轻度相关
［１７］。 而本研究中支架

狭窄与未狭窄组组间比较发现，支架远端 ５ｍｍ 以外

的血管节段的粥样硬化狭窄程度无明显差异，可能

是因上述研究采用的是 ＩＶＵＳ 进行观察比较，其分

辨率高于本研究中的 ＣＡＧ；也可能因上述研究结果

仅轻度相关（ ｒ ＝ ０ １８２，Ｐ ＝ ０ ０３７），相关度不够强；
还可能因为研究对象不同，上文中研究对象是支架

两端 ５ｍｍ 以内血管的范围，而本文中研究的是支架

两端 ５ｍｍ 以外的血管节段。
本研究中还发现，支架旁 ＞ ５ｍｍ 的近、远端血

管节段粥样硬化的发生率在支架未狭窄时稍高于

支架再狭窄的情况，这是因为血流量与血管壁的

剪切力呈正比，当血管内径大抵相同时，支架未狭

窄时，其近、远端血管，尤其远端血管的血流量会

稍大于支架狭窄时相应血管的血流量，所以支架

未狭窄时，其附近血管承受的血管壁剪切力稍大，
故其粥样硬化发生率稍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支架置入术后，尽管支架未狭窄，也并非一劳

永逸；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些支架置入

术后的患者，虽然支架未狭窄，但其仍会出现不同

程度心绞痛的症状。
综上所述，在临床工作中支架置入术后的患者

复查支架未狭窄时，即使支架未见狭窄，也要保持积

极的临床干预，预防支架旁 ＞ ５ｍｍ 血管节段的粥样

硬化进展；若支架旁血管节段粥样硬化加重，更要引

起相应的重视。 同时支架旁 ＞ ５ｍｍ 血管节段粥样

硬化狭窄程度对支架通畅性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

研究。
本文的不足之处：①、本文是回顾性研究，未进

行前瞻性研究进行验证，同时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存

在偏椅。 ②、本文的研究对象相对较少，需要较大的

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总结。 ③、本文采用的是 ＣＡＧ 来

进行检测支架及支架近远端 ５ｍｍ 以外血管的狭窄

情况，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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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疑似肺栓塞患者肾功能损伤对 Ｄ⁃二聚体

水平的影响

习 昕　 周 奕　 齐 玥　 王 瑛　 刘 双

　 　 ［摘要］ 　 目的：探讨肾功能损伤对疑似肺栓塞患者 Ｄ⁃二聚体水平及其诊断价值的影响。 方法：回
顾性收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北京安贞医院住院且 Ｗｅｌｌｓ 评分为低⁃中度疑似肺栓塞的患者

６６４ 例。 通过肺血管造影计算机断层显像和 ／或核素肺通气⁃灌注扫描明确其是否存在肺栓塞。 将患者

分为肾功能正常组（ＧＦＲ ＞ ９０ｍＬ ／分钟）、肾功能轻度受损组（ＧＦＲ ６０ ～ ８９ｍＬ ／分钟）和肾功能中度受损

组（ＧＦＲ ３０ ～ ５９ｍＬ ／分钟）。 应用多种统计学指标，包括 Ｄ⁃二聚体阴性排除肺栓塞诊断的敏感性、特异

性及每排除一例患者需要进行 Ｄ⁃二聚体检测的例数（ＮＮＴ），评价 Ｄ⁃二聚体检测筛查肺栓塞的诊断价

值。 结果： Ｄ⁃二聚体水平随肾功能受损程度的增加而升高。 以年龄调整界值为标准，在肾功能正常组、
轻度受损组和中度受损组 Ｄ⁃二聚体阴性比例分别为 ６５ ４％ 、５１ ２％和 ２９ 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１）；Ｄ⁃二聚体阴性排除肺栓塞的敏感性为 ９３ ８％ ～ １００％ ，而其特异性分别为 ７０ ５％ ， ５２％和 ３９％ ；
每排除一例肺栓塞患者需要进行 Ｄ⁃二聚体检测的例数分别为 ３、３ ６ 和 ４ ８。 结论：在疑似肺栓塞患者

中，肾功能损害可导致 Ｄ⁃二聚体水平显著升高，从而使得 Ｄ⁃二聚体对肺栓塞的诊断效率显著下降。
［关键词］ 　 肺栓塞； Ｄ⁃二聚体； 肾功能；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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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栓塞（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ＰＥ）作为潜在致

死性疾病，逐渐被临床所重视
［１］。 对于低⁃中度疑似

患者，可通过 Ｄ⁃二聚体浓度检测有效排除 ＰＥ，而无

需进行影像学检查
［２］。 文献报道，某些特殊人群，

如手术后、围生期、恶性肿瘤和高龄人群等，存在 Ｄ⁃
二聚体水平升高，致其筛查 ＰＥ 的诊断效率显著下

降
［３］。 已知，肾功能不全亦可致 Ｄ⁃二聚体水平升

高，而肾功能不全是否影响 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的诊

断效率仍不清楚。 本研究旨在明确肾功能受损对疑

似 ＰＥ 患者 Ｄ⁃二聚体水平及其诊断效率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回顾性方法从北京安

贞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筛选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临床疑似急性 ＰＥ，且行肺动脉电子计算机断

层扫描（ＣＴＰＡ）和 ／或肺通气 ／灌注显像检查住院患

者病历资料 ６６４ 例。 入选标准：①自出现症状 １４ 天

内临床疑似 ＰＥ 者；②根据 Ｗｅｌｌｓ 评分，中度及低度

疑似 ＰＥ 者
［１］。 排除标准：出现症状超过 １４ 天的临

床疑似患者；存在严重肾功能受损，即肾小球滤过率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ＧＦＲ） ＜ ３０ｍＬ ／分钟的患

者；活动性恶性肿瘤患者；１ 个月内外科手术或外伤

患者；既往曾患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未行 ＣＴＰＡ 或

核素肺通气⁃灌注扫描检查确诊者；未行 Ｄ⁃二聚体

检测者；未行血清肌酐检测者。
２． 研究方法：选取影像学检查前 ４８ 小时内首次

Ｄ⁃二聚体和血肌酐水平作为分析数据。 Ｄ⁃二聚体

应用全自动凝血分析仪（ＡＣＬ ＴＯＰ，美国）采用免疫

比浊法进行检测。 血肌酐采取酶法进行检测（贝克

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ＡＵ５４２１，美国）。 根据中国改

良 ＭＤＲＤ 方程计算患者肾小球滤过率（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ＧＦＲ）作为肾功能的评价标准

［４］。 患

者分为三组：肾功能正常组（ＧＦＲ ＞ ９０ｍＬ ／分钟）、肾
功能轻度受损组（ＧＦＲ ６０ ～ ８９ｍＬ ／分钟）和肾功能

中度受损组（ＧＦＲ ３０ ～ ５９ｍＬ ／分钟）。 Ｄ⁃二聚体升

高的传统界值为 ５００μｇ ／ Ｌ；年龄调整界值规定为：当
患者年龄 ＞ ５０ 岁时，Ｄ⁃二聚体界值调整为年龄 ×
１０μｇ ／ Ｌ。

３． 统计学方法：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

差表示，各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Ｆ 检验）。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及四分位数表示，
各组中位数的比较采用 Ｋ⁃Ｗ 检验。 计数资料以频

数或率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趋势性检验采用线性

回归分析。 通过计算敏感性、特异性、需要检测次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Ｔｅｘｔ，ＮＮＴ）、阳性预测价值、阴性

预测价值及准确率评估 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的诊断

效率。

结　 果

１．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 ６６４ 例

疑似 ＰＥ 患者，其中男性 ３３４ 例，女性 ３３０ 例，平均年

龄（６１ ５ ± １４ ６）岁，７８ 例患者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

为 ＰＥ，占 １１ ７％ 。
２． 不同肾功能分组患者年龄分布、ＰＥ 确诊情

况及 Ｄ⁃二聚体水平比较　 如表 １ 所示，对不同肾功

能组患者进行比较后发现：①肾功能损害程度越高

的患者年龄越大且在疑似患者中确诊 ＰＥ 的比例越

高；②血浆 Ｄ⁃二聚体水平在三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将各组 Ｄ⁃二聚体数值取对数后行趋势性检

验，Ｐ ＝ ０ ００３，提示随着肾功能损害程度的加重，Ｄ⁃
二聚体水平逐渐升高；③以 ５００μｇ ／ Ｌ 为界值比较不

同肾功能水平组之间 Ｄ⁃二聚体阴性患者比例的差

异，可见在肾功能正常组有 ６２ ２％的患者 Ｄ⁃二聚体

数值为阴性，而随着肾功能受损程度的增加，Ｄ⁃二
聚体阴性结果的比例逐渐下降；④进一步应用 Ｄ⁃二
聚体界值年龄调整方案重新定义 Ｄ⁃二聚体阴性患

者，比较 Ｄ⁃二聚体阴性患者在不同肾功能组的分布

情况并对这一分布情况行趋势性检验。 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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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不同肾功能分组患者 Ｄ⁃二聚体水平比较［ｎ（％ ），Ｍ（ＱＲ），ｘ ± ｓ］

项目
总体

（ｎ ＝ ６６４）

ＧＦＲ
＞ ９０ｍＬ ／分钟

（ｎ ＝ ３８４）

ＧＦＲ
６０ ～ ８９ｍＬ ／分钟

（ｎ ＝ ２０３）

ＧＦＲ
３０ ～ ５９ｍＬ ／分钟

（ｎ ＝ ７７）
Ｐ 值

年龄 ／岁 ６１ ５ ± １４ ６ ５７ ５ ± １５ ０ ６５ ３ ± １１ ８ ７１ １ ± １１ ６ ＜ ０ ００１
男性 ３３４（５０ ３） １７７（４６ １） １１３（５５ ７） ４４（５７ １） ０ ０３９
确诊 ＰＥ ７８（１１ ７） ２８（７ ３） ３２（１５ ８） １８（２３ ４） ＜ ０ ００１
Ｄ⁃二聚体数值 ／ μｇ ／ Ｌ ４５４（１０４，１５０７） ２３７（８０，１００１） ６０１（１５９，１７５７） １２８２（５３２，２７５４） ＜ ０ ００１
Ｄ⁃二聚体 ＜ ５００μｇ ／ Ｌ ３４６（５２ １） ２３９（６２ ２） ８９（４３ ８） １８（２３ ４） ＜ ０ ００１
Ｄ⁃二聚体低于年龄调整界值 ３７８（５７ ０） ２５１（６５ ４） １０４（５１ ２） ２３（２９ ９） ＜ ０ ００１

示，应用年龄调整界值后 Ｄ⁃二聚体阴性患者的比例

仍表现为随肾功能损害程度的加重呈逐渐下降趋势

（趋势性检验 Ｐ ＝ ０ ００１）。
３． 肾功能对 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诊断效率的影

响　 为了明确在疑似肺栓塞患者中，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的诊断效率是否受到肾功能水平的影响，本研究

首先比较了不同肾功能水平分组 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显示，不同肾功能组 Ｄ⁃二
聚体检测的敏感性均为 １００％ ，进行年龄调整后敏

感性亦在 ９３ ８％ 以上；而随肾功能水平的下降，其
特异性呈显著下降趋势，且年龄调整未能改变这一

趋势，见表 ２。 进一步应用 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时的

ＮＮＴ 值反映 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的诊断价值。 如表 ２
所示，去除年龄干扰后 ＮＮＴ 值在肾功能中度受损组

是肾功能正常组的 １ ６ 倍。 最后，计算 Ｄ⁃二聚体筛

查 ＰＥ 时阳性预测价值、阴性预测价值、准确率及

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均证实肾功能受损组上述指标较

肾功能正常组显著下降，且去除年龄这一干扰因素

后结果相似（表 ２）。

表 ２　 肾功能对 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的影响

项目

ＧＦＲ
＞９０ｍＬ ／
分钟

（ｎ ＝ ３８４）

ＧＦＲ
６０ ～ ８９ｍＬ ／

分钟

（ｎ ＝ ２０３）

ＧＦＲ
３０ ～ ５９ｍＬ ／

分钟

（ｎ ＝ ７７）

敏感性 ／ ％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年龄调整后敏感性 ／ ％ １００． ０ ９３ ８０ １００． ０
特异性 ／ ％ ６７ １ ５２ ０ ３０ ６
年龄调整后特异性 ／ ％ ７０ ５ ５９ ６ ３９ ０
ＮＮＴ ／次 ３ ２ ３ ６ ５ ２
年龄调整后 ＮＮＴ ／次 ３ ０ ３ ６ ４ ８
阳性预测价值 ０ ３１ ０ ２８ ０ １９
年龄调整后阳性预测价值 ０ ３３ ０ ３０ ０ ２１
阴性预测价值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年龄调整后阴性预测价值 １ ００ ０ ９８ １ ００
准确率 ０ ６９ ０ ６０ ０ ４７
年龄调整后准确率 ０ ７３ ０ ６９ ０ ５４
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 ０ ８６ ０ ７６ ０ ６９

讨　 论

ＰＥ 作为常见心血管疾病已逐渐被人们重视，临
床疑似患者数目较前显著增多。 如何对 ＰＥ 疑似患

者进行有效筛查已成为目前临床面临的新问题。
Ｄ⁃二聚体作为简便易行且成本低廉的检测手段，已
广泛用于 ＰＥ 筛查

［５］。 我院研究表明对于肺栓塞，
血浆 Ｄ⁃二聚体检测敏感度可达 ９２％ ～１００％ ［６］。 然

而，在高龄、妊娠和部分恶性肿瘤患者中，Ｄ⁃二聚体

水平均显著升高，使其筛查 ＰＥ 的诊断效率显著降

低，而相应的界值调整方案可有效解决上述问

题
［７⁃９］。 研究报道，肾功能不全患者 Ｄ⁃二聚体水平

升高
［１０］，因此肾脏功能受损亦可能影响 Ｄ⁃二聚体

筛查 ＰＥ 的诊断效率。 然而，相关研究仍较少且尚

无在亚洲人中的研究。
Ｄ⁃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 ＸＩＩＩ 交

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性降解产

物。 在肾功能受损时，循环内促凝因子产生增多，高
凝状态导致患者 Ｄ⁃二聚体生成增多

［１１］；同时，肾功

能不全又可影响 Ｄ⁃二聚体的排泄，从而导致 Ｄ⁃二聚

体水平升高。 Ｋａｒａｍｉ 等［１２］
发现，肾功能不全患者存

在 Ｄ⁃二聚体水平升高现象；在以 ５００μｇ ／ Ｌ 作为界值

时，Ｄ⁃二聚体阴性除外 ＰＥ 的特异性明显低于肾功

能正常人群。 新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观察了排除年

龄因素后肾功能损害对 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诊断效率

的影响，其结论相同
［１０］。 Ｌｉｎｄｎｅｒ 等［１３］

提出，对中、
重度肾功能受损患者在筛查 ＰＥ 时应进行 Ｄ⁃二聚体

的界值调整。
本研究首次在中国人群中观察不同肾功能组患

者 Ｄ⁃二聚体水平及其筛查 ＰＥ 时的诊断效率。 证实

在疑似 ＰＥ 患者中，Ｄ⁃二聚体水平随着肾功能受损

程度增加而升高；在肾功能受损严重组患者 Ｄ⁃二聚

体阴性比例显著下降；在去除了年龄因素影响后，
Ｄ⁃二聚体筛查 ＰＥ 的诊断效率随肾功能受损程度的

增加而下降。 上述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 如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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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Ｄ⁃二聚体界值的肾功能调整方案，提高肾功能不

全患者 Ｄ⁃二聚体对 ＰＥ 筛查的效率仍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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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心房起搏比率对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患者

起搏器术后心房颤动发生的影响

李腾飞　 任学军　 吕 婧　 宋佳慧　 韩智红　 王云龙　 汪 烨　 张俊蒙

　 　 ［摘要］ 　 探索心房起搏比率对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病窦综合征，ＳＳＳ）患者起搏器术后心房颤动发

生的影响。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因 ＳＳＳ 于我院住院首次植入双腔起搏器，且术前无心

房颤动病史的患者 １７１ 例。 术后 １ 个月、３ 个月、６ 个月和 １ 年分别进行程控随访获取心房起搏比率（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ｐａｃｉｎｇ， ＡＰ％ ）、心室起搏比率（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ｅｎｔｒｉｖｕｌａｒ ｐａｃｉｎｇ， ＶＰ％ ）、心房高频事

件（ａｔｒｉａｌ ｈｉｇｈ ｒａｔｅ ｅｖｅｎｔｓ，ＡＨＲＥ）发作日期和时长等参数。 心房颤动定义为患者有 ＞ ５ｍｉｎ 的 ＡＨＲＥ。 根

据首次检测到 ＡＨＲＥ 时之前的累积心房起搏比率将患者分为三组：低心房起搏比率组（ＡＰ％ ＜ ３０％ ，
ｎ ＝ ７５）、中心房起搏比率组（３０％≤ＡＰ％ ＜６０％ ，ｎ ＝ ５４）和高心房起搏比率组（ＡＰ％≥６０％ ，ｎ ＝ ４２）组。
比较三组间一般情况、并存疾病、左心房增大、心室起搏比率和心房颤动发生率。 结果：三组间在性别、
年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脑梗死、左心房增大、心室起搏比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但心房颤动的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事件曲线显示三组心房颤动发生率

的不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心房起搏比率（ＡＰ％ ）≥６０％
（ＯＲ：４ ６２，９５％ ＣＩ： １ ６５ ～ １２ ９７，Ｐ ＝ ０ ００４），高血压（ＯＲ： ４ ０３，９５％ ＣＩ： １ ３２ ～ １２ ３４，Ｐ ＝ ０ ０１５）、左心

房增大（ＯＲ： ５ ７９，９５％ ＣＩ： ２ ０７ ～ １６ １９，Ｐ ＝ ０ ００１）是 ＳＳＳ 患者起搏器术后心房颤动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素。 结论：心房起搏比率与 ＳＳＳ 患者起搏器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率相关，ＡＰ％≥６０％ 、高血压、左心房增

大，是 ＳＳＳ 患者起搏器术后心房颤动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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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ｄａｔｅ ｏｆ ＡＨ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Ｐ％ ： ｌｏｗ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Ｐ％ ＜３０％ ，ｎ ＝ ７５），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３０％ ≤ＡＰ％ ＜ ６０％ ，ｎ ＝ ５４）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Ｐ％≥６０％ ，ｎ ＝ ４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ｇ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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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ｌｅｆｔ ａｔｒｉａｌ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ＶＰ％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Ｆ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 Ｒｅｓｕｌｔ：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２ ｃａｓｅｓ （１２ ９％ ）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ｍｉｎ ＡＨ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ｇ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
ｄｅｍｉａ，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ｌｅｆｔ ａｔｒｉａｌ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Ｐ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 ０ ０５），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Ｆ（Ｐ ＜ ０ ０１）．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Ｆ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Ｐ ＜ ０ ０５）．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Ｐ ≥６０％ （ＯＲ： ４ ６２， ９５％ ＣＩ： １ ６５ － １２ ９７， Ｐ ＝ ０ ００４），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Ｒ： ４ ０３， ９５％ ＣＩ：
１ ３２ － １２ ３４， Ｐ ＝ ０ ０１５）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ａｔｒｉａｌ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ＯＲ： ５ ７９， ９５％ ＣＩ： ２ ０７ － １６ １９， Ｐ ＝ ０ ００１）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Ｆ．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ｐａｃｉｎｇ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ＳＳ． ＡＰ ＞ ６０％ ，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ａｔｒｉａｌ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ｉｃｋ ｓｉｎｕ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ｔｒ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ｒｉａｌ ｐａｃｉｎｇ

　 　 目前，人工心脏起搏器是症状相关的心动过缓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然而，早期资料显示
［１］

起搏器

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无起搏器人群，其
中心房颤动的年发生率至少为 ５％ 。 而且心房颤动

不仅可引发胸闷、心悸等不适，导致生活质量较健康

人群严重受损
［２］，还可诱发脑卒中和心力衰竭等疾

病，甚至增加患者病死率。 因此，早期识别心房颤动

的危险因素、及早的发现心房颤动、并开始治疗对减

少脑卒中和降低病死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Ｐｕｒｅｒｆｅｌｌ⁃
ｎｅｒ 等［３］

的研究显示利用起搏器记录到的心房高频

事件（ａｔｒｉａｌ ｈｉｇｈ ｒａｔｅ ｅｖｅｎｔｓ，ＡＨＲＥ）评估心房颤动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超过 ９５％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起搏器记录到的 ＡＨＲＥ 来评估起搏器置入术后患

者心房颤动的发生情况。 此外，一些研究显示，≥５
分钟 ／天 ＡＨＲＥ 负荷可显著增加血栓栓塞的风险，
甚至病死率的增加

［４⁃７］。 众所周知， 心房颤动的发

生与许多因素有关， 比如年龄、高血压和左心房的

大小等。 除此之外，频繁右心室心尖部起搏可增加

左心功能不全和心房颤动风险的概念也被广泛认

可
［８⁃９］。 而关于心房起搏比率与快速房性心律失常

之间的关系，以往很少有人研究。 本研究旨在通过

起搏器诊断及记录 ＡＨＲＥ 的功能研究病窦综合征

患者术后 １ 年心房颤动的发生率，及心房起搏比率

对起搏器术后 １ 年心房颤动发生率的影响，为病窦

综合征患者右心房起搏最佳起搏位点的设置提供参

考依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因病窦综合征（ｓｉｃｋ
ｓｉｎｕ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ＳＳ）入院首次置入双腔起搏器，且

术前无心房颤动病史的患者 １７１ 例，其中男性 ９３
例，女性 ７８ 例，平均年龄（６６ ９ ± １２ ８）岁。 其中，
糖尿病 ４０ 例，高血脂症 ２１ 例，陈旧性脑梗死 １０ 例，
高血压 ９０ 例，冠心病 ３３ 例及左心房增大 ５１ 例。 其

中电极导线及起搏器品牌包括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７１ 例，Ｓｔ．
Ｊｕｄ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６５ 例，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４ 例。 入选标

准：①年龄≥ １８ 周岁；②符合病窦综合征诊断标

准；③符合起搏器置入的 Ｉ 类和 ＩＩａ 类适应症；④心

功能正常或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Ⅰ ～ Ⅱ级。 排除标

准：①更换起搏器患者；②既往有心房颤动 ／房扑、风
湿性心脏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肥厚型心肌病、扩
张型心肌病病史或者既往有心脏外科手术史患者；
③既往有贫血、甲亢、肾功能不全、急性心肌梗死、血
液系统疾病及多器官功能不全等严重疾病；④超声

心动图提示有二尖瓣、三尖瓣或主动脉瓣中、重度反

流；⑤术前 ２４ 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发现房性心动过

速、心房颤动等快速性心律失常；⑥术后服用抗心律

失常药物。
２． 方法　 （１）超声心动图检查　 所有患者均于

术前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 采用 ＧＥ 公司生产的

Ｖｉｖｉｄ ７ 超声诊断仪，取标准胸骨旁左心室长轴切

面、心尖五腔观及标准心尖四腔观观察，分别测量患

者左心房内径（ ｌｅｆｔ ａｔｒｉ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ＡＤ）、右心房内

径（ｒｉｇｈｔ ａｔｒｉ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Ｄ）、左心室舒张末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ＶＥＤＤ）、左心室收

缩末 内 径 （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ＬＶＥＳＤ）、左心室射血分数 （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ＶＥＦ）、右心室内径（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ｉａｍｅ⁃
ｔｅｒ，ＲＶＤ）。

（２）起搏器的置入与参数设置　 起搏器心房电

极导线置入右心耳，心室电极导线常规置入右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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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尖部。 术后 ４８ 小时进行起搏器程控，测定起搏阈

值、感知灵敏度和阻抗。 调整起搏器参数，起搏模式

设置为 ＤＤＤ，下限频率为 ６０ 次 ／ ｍｉｎ，上限频率为

１５０ 次 ／分 钟， 分 别 打 开 频 率 适 应 性 ＡＶ 间 期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ｓ 和 Ｓｔ． Ｊｕｄ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和动态 ＡＶ 间期

功能（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尽量延长患者的 ＡＶ 间期，使
心室起搏最小化。 打开房性心律失常高频事件记录

功能，心房高频事件触发记录的标准为心房频率≥
１８０ 次 ／分钟，并且至少连续 ５ 跳。

（３）起搏器程控随访　 术后随访和数据采集在

我院起搏门诊完成，术后 １，３，６ 及 １２ 个月分别随访

１ 次，随访内容主要包括心房、心室电极的阈值、感
知及阻抗，ＡＨＲＥ 发生的日期、发作频率和持续时

间。 用于数据分析的心房、心室起搏比率为记录到

首次 ＡＨＲＥ 后之前的累计心房、心室起搏比率。
根据心房起搏比率将患者分为低 （ ＡＰ％ ＜

３０％ ）、中 （ ３０％ ≤ ＡＰ％ ＜ ６０％ ）、高 （ ＡＰ％ ≥
６０％ ）心房起搏比率组。 心房颤动定义为起搏器记

录到的大于 ５ｍｉｎ 的 ＡＨＲＥ。
３． 统计学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进行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来表示，多
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

绝对数及百分率表示，组间变量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 采用寿命表法绘制事件曲线，定义结局指标为

心房颤动（ＡＨＲＥ ＞ ５ 分钟），分析比较三组之间心

房颤动发生率随访时间的变化及差异。 采用多因素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心房颤动发生率与基线资料、
临床病史、起搏资料的关系，计算比值比（ＯＲ）和
９５％置信区间（９５％ ＣＩ）。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一般资料　 研究共纳入了 １７１ 例患者，其中

男性 ９３ 例（５４ ４％ ），年龄（６６ ９ ± １２ ８）岁。 糖尿

病 ４０ 例（２３ ４％ ），高血脂症 ２１ 例（１２ ３％ ），陈旧

性脑梗死 １０ 例（５ ８％ ），高血压 ９０ 例（５２ ６％ ），冠
心病 ３３ 例（１９ ３％ ），左心房增大 ５１ 例（２９ ８％ ）。

电极导线及起搏器品牌包括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７１ 例

（４２ １％ ），Ｓｔ． Ｊｕｄ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６５ 例 （３８ ０％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４ 例（１９ ９％ ）。

平均 ＡＰ％ 为 （ ４１ ０２ ± ２８ ５９ ）％ ， ＶＰ％ 为

（４ ８５ ± ４ ３５）％ 。 按 ＡＰ％ 分组，低心房起搏比率

组 ７５ 例 （ ４３ ９％ ）， 中心房起搏比率组 ５４ 例

（３１ ６％ ），高心房起搏比率组 ４２ 例（２４ ６％ ）。 所

有患者中，２２ 例（１２ ９％ ）于随访期间内检测到 ＞ ５
分钟 ＡＨＲＥ。

２． 三组间临床资料的比较　 三组间年龄、性别、
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死、高脂血症、冠心病、起搏器

品牌、ＶＰ％及左心房增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 ５
分钟的 ＡＨＲＥ 检出率显著不同（Ｐ ＜ ０ ０１，表 １）。

３． 三组心房颤动发生率的事件曲线比较　 采用

寿命表法根据低、中、高起搏组和心房颤动发作日期

制作事件曲线（图 １）。 三组心房颤动的发生率不完

全相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４． 心房颤动发生率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将 ３０％和 ６０％分别作为截点值将 ＡＰ％转换成二

分变量分别与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左心房增大等假设危险因素构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
结果显示 ＡＰ％ ≥６０％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ＯＲ：
４ ６２，９５％ ＣＩ： １ ６５ ～ １２ ９７，Ｐ ＝ ０ ００４），说明 ＡＰ％
≥６０％是发生心房颤动的独立危险因素（表 ２）。 其

次，高血压（ＯＲ： ４ ０３，９５％ ＣＩ： １ ３２ ～ １２ ３４，Ｐ ＝
０ ０１５）、左心房增大 （ＯＲ： ５ ７９，９５％ ＣＩ： ２ ０７ ～
１６ １９，Ｐ ＝ ０ ００１）也是发生心房颤动的独立危险因

素。 而年龄、性别、糖尿病、高血脂、脑梗死、冠心病

与心房颤动发生风险没有明显关系。

表 １　 三组临床资料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ＡＰ％ ＜

３０％ （ｎ ＝７５）
３０％≤ＡＰ％
＜６０％ （ｎ ＝５４）

ＡＰ％≥
６０％ （ｎ ＝４２）

Ｐ 值

年龄 ／岁 ６７ ０９ ± １１ ５８ ６５ ５６ ± １２ ９４ ６８ １２ ± １２ １３ ０ ５７８
男性 ４４（５８ ７） ２４（４４ ４） ２５（４７ ５） ０ ２０７
病史

　 高血压 ４１（５４ ７） ２６（４８ １） ２３（５４ ８） ０ ７２７
　 糖尿病 １７（２２ ７） １４（２５ ９） ９（２１ ４） ０ ８５８
　 脑梗死 ４（ ５ ３） ３（ ５ ６） ３（ ７ １） ０ ９１７
　 高脂血症 ８（１０ ７） ９（１６ ７） ４（ ９ ５） ０ ４８６
　 冠心病 １５（２０． ０） １２（２２ ２） ６（１４ ３） ０ ６０７
起搏器品牌 ０ ２３１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２８（４０ ０） ２７（５０ ０） １７（４０ ５）
　 Ｓａｉｎｔ． Ｊｕｄｅ． ３０（３７ ３） １５ （２７ ８） ２０（４７ ６）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７（２２ ７） １２ （２２ ２） ５（１１ ９）
左心房增大 １６（２１ ３） ２１（３８ ２） １４（３４ １） ０ ０９１
　 ＶＰ％ ／ ％ ４ ８ ± ４ ３４ ３ ９ ± ３ ８９ ６ ０ ± ４ ３５ ０ ０６３
　 ＡＦ ４（５ ３） ７（１３ ０） １１（２６ ２） ０ ００５∗

　 　 图中横坐标代表起搏器置入的时间，纵坐标代

表多个时间段生存概率（即不发生心房颤动的概

率）的乘积。 由图可以看出，随着随访时间的推移，
各组患者未发生心房颤动的概率均逐渐降低（即心

房颤动的发生率逐渐增加）；三组间比较，低、中、高
心房起搏比率组心房颤动事件的发生概率不完全相

同（Ｐ ＜ ０ ０５）。

４５７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１０



图 １　 三组间心房颤动发生率的事件曲线

表 ２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ＯＲ 值 ９５％ ＣＩ Ｐ 值

ＡＰ％≥６０％ ４ ６２３ １ ６４８ ～ １２ ９６９ ０ ００４
高血压 ４ ０３１ １ ３１７ ～ １２ ３４１ ０ ０１５
左心房增大 ５ ７９２ ２ ０７３ ～ １６ １８５ ０ ００１
年龄 １ ０１７ ０ ９６９ ～ １ ０６７ ０ ４９３
性别 １ ２１４ ０ ４１６ ～ ３ ５４１ ０ ７２３
糖尿病 ０ ６９６ ０ １７８ ～ ２ ７１８ ０ ６０２
高脂血症 ０ ３１０ ０ ０３２ ～ ３ ０２８ ０ ３１４
脑梗死 １ ２８４ ０ １５６ ～ １０ ５４８ ０ ８１６
冠心病 ０ ５５６ ０ １２４ ～ ２ ４８３ ０ ４４２

讨　 论

本研究旨在探索心房起搏比率对无心房颤动病

史的病窦综合征患者起搏器术后心房颤动发生的影

响。 研究共纳入了 １７１ 例患者，其中心房颤动的发

生率为 １２ ９％ ，与国外大型临床试验的结果相近。
病窦起搏模式选择试验（ｍｏｄ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ｓｉｎｕｓ
ｎｏｄ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ＯＳＴ）入选了 ２ ０１０ 例窦房结疾病

患者，在置入起搏器前、术后 ３ 个月和 １２ 个月的随

访评价分析显示，起搏器置入当年心房颤动发生率

为 １５ ８％ ［８］。 ＳＡＶＥ⁃ＰＡＣＥ 研究入选 １０６５ 例病窦

综合征患者，随访 １ ７ ± １ ０ 年心房颤动发生率

为 １０ ３％ ［９］。
本研究认为高心房起搏比率可明显增加心房颤

动的发病率，ＡＰ％≥６０％是发生心房颤动的独立危

险因素，这与 Ｅｌｋａｙａｍ 等
［１０］

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一致。
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目前并不明确，可能的机

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较高心房起搏

比率的患者心房多具有器质性病变，如心房纤维化

等，此类患者容易发展为心房颤动。 其次，心房起搏

可通过多种不同的机制引发心房颤动，如右心耳起

搏会延长心房激动时间、缩短心房收缩时限、导致双

房收缩不同步，进而引发心房颤动；而且右心耳起搏

还可引起房室传导的延长，房室传导的延长伴房早，
可减低心房收缩对心室的充盈作用，并可产生舒张

期二尖瓣关闭不全， 进而促进心房颤动的发

展
［１１⁃１３］。 房室传导的延长又可促进心室起搏比率

的增加，心室起搏比率的增加在多个研究中已经证

实能够促进病窦综合征患者心房颤动的发生

发展
［１３⁃１５］。
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心房起搏具有潜在的抗

心律失常的作用，他们试图通过超速起搏抑制心房

颤动的发生。 多个中等样本量的相关研究并没有证

实超速起搏在抑制心房颤动发作方面的优势
［１６⁃１８］。

近来，ＡＳＳＥＲＴ 研究共纳入了 ２ ５８０ 例患者，也未能

证实心房超速起搏抑制心房颤动的优势
［１９］。 目前，

起搏器的设置中一般关闭该功能，以免引起电池电

量的耗竭和患者不适。
右心耳历来是首选的起搏部位，主要是因为其

高度可行性，稳定性和远场 Ｒ 波过度感知的发生率

低。 其他替代起搏位点或多位点起搏在减少心房颤

动负荷方面的的效果仍存在争议。 一些研究表明房

间隔起搏、双位点心房起搏，以及多点起搏是有益

的
［２０⁃２１］，而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并无明显差

异
［２２⁃２３］。 但这些研究样本量小，随访时间短，尚需

要更多地研究进一步验证。
除了心房起搏比率，本研究还得出高血压和左

心房增大是发生心房颤动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研究

中高血压的比率为 ５２ ６％ ，左心房增大的比率为

２９ ８％ ，比例相对较高，可能与年龄和病窦综合征相

关。 高血压和左心房增大已经被证实可促进心房颤

动的发展。 研究显示， 高血压病患者发生心房颤动

多于血压正常者， 伴发左心室肥厚时则心房颤动发

生明显增加。 高血压伴发左心室肥厚导致左心室充

盈受损、左心房扩大、心房激动传导速度减慢等使心

房颤动易于发生
［２４］。 左心房扩大导致左心房电重

构，表现为心房内传导延缓，心房肌细胞不应期缩短

除极异质性增加，有利于折返形成，进一步促进心房

颤动的发生。
目前，心脏起搏器是治疗有症状病窦综合征患

者的唯一的有效方法。 ＤＤＤ 起搏可以减少心室起

搏，避免过长的房室延搁，这是目前心房颤动的发生

率最低的起搏模式。 未来，个体化选择性电极置入

位点，以及个体化和自动化起搏器设置，都旨在以模

仿心脏最佳的机电功能，可能会有助于预防病窦综

合征患者心房颤动的发生。 此外控制高血压和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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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扩大导致的心肌重构对于预防心房颤动的发生也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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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零平衡超滤与改良超滤在老年患者心脏

手术中的联合应用研究

安卓翌　 李佳弟　 翟少峰

　 　 ［摘要］ 　 目的：总结 ７０ 岁以上老年患者体外循环中联合应用零平衡超滤（ ＺＢＵＦ）与改良超滤

（ＭＵＦ）的经验。 方法：７０ 岁以上老年患者 ９８ 例均在低温体外循环下实施手术，转中依血红蛋白（ＨＧＢ）
水平适当 ＺＢＵＦ，停机后行 ＭＵＦ。 结果：９８ 例患者均顺利停机。 超滤时间 ４０ ～ １００（７５ ３ ± １１ ７）分钟，滤
出液 ８００ ～ ３０００（１６５０ ± ５６ ６）ｍＬ，停机时 ＨＧＢ 压积（ＨＣＴ）：２４ ～ ３５（２９ ２ ± １ ５）％ ，ＨＧＢ 水平为 ７ ９ ～
９ ０（８ ６ ± ０ ２）ｇ ／ Ｌ，ＭＵＦ 后 ＨＧＢ 水平为 ９ ８ ～ １２ ５（１１ ２ ± １ ０２） ｇ ／ Ｌ。 ＩＣＵ 监护时间平均 ４ ～ ６ 天，平
均：４ ８ 天。 结论：ＺＢＵＦ 与 ＭＵＦ 的联合应用有利于术后多余水分的排出及炎性介质的滤出，对于老年

患者和长时间体外循环者安全有效。
［关键词］ 　 老年；超滤；体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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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寿命的延长，人口

老年化，老年性疾病的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 老年

患者的心脏手术逐渐增加。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共 ９８ 例，７０
～ ７７ 岁，平均（７２ ± ２ ３）岁，老年体外循环（ＥＣＣ）心
脏手术，术中均采用超滤技术，获得满意临床效果。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本组 ９８ 例，男性 ５４ 例，女性 ４４
例，年龄 ７０ ～ ７７ 岁，平均（７２ ± ２ ３）岁，体质量 ４４ ～
７３（５３ ± ３ ２）ｋｇ，其中二尖瓣置换术 ２０ 例，主动脉瓣

置换术 ３２ 例，双瓣置换术 ２０ 例，冠状动脉搭桥 １６
例，双瓣置换加冠状动脉搭桥 ４ 例，左心房黏液瘤 ４
例，升主动脉置换合并全弓置换 ＋ 远端象鼻 ２ 例。
左心室射血分数 ０ ４０ ～ ０ ６５（０ ５５ ± ０ ６），术前心

功能Ⅱ级 １１ 例，Ⅲ级 ５９ 例，Ⅳ级 ２８ 例。 术前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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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有轻⁃中度肾功能不全、轻度肝功能减退、高血压、
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心房颤动。

２． 手术方法：体外循环装置统一使用 ＳＴＯＣＫ⁃
ＥＲＴ Ⅲ型体外循环机，ＤＩＤＥＣＯ 膜式氧合器，超滤器

的连接采用静脉⁃回流室的方式（即由下腔静脉⁃泵⁃
超滤器⁃回流室）。 预充液包括乳酸林格氏液 ５００ ～
８００ｍＬ，人工胶体 （万汶） ８００ ～ １ ５００ｍＬ 或血浆

４００ｍＬ，全血，人血白蛋白，抗生素，５％ 碳酸氢钠，
２５％硫酸镁，２０％ 甘露醇，甲基强的松龙 ３０ｍｇ ／ ｋｇ，
肝素 ４００Ｕ ／ ｋｇ；术中最低鼻温 ２０ ～ ３１℃，中度血液稀

释；采用 ４∶ １（血∶ 晶体）冷氧合血心肌保护；术中流

量 ２ ０ ～ ２ ６（２ ０ ± ０ ３）Ｌ·ｍ － ２·ｍｉｎ － １，术中平均动

脉压控制在 ３５ ～ ７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平
均（５９ ０ ± ６ ３）ｍｍＨｇ。 体外循环复温后给予零平

衡超滤即在回流室内缓慢加入乳酸林格液，同时打

开超滤泵，流量为 １００ ～ １５０ （１２８ ２ ± ６ ２） ｍＬ ／分
钟，使林格液加入的速度与超滤液流出的速度相同，
维持回流室液面基本稳定。 停机后给予 ＭＵＦ，超滤

泵流量为 １０ ～ １５（１２ ４ ± １ ２）ｍＬ ／ ｋｇ，提高血色素，
超滤过程中如有容量不足而血压下降时可直接从主

泵将氧合器内的余血回输给患者。 定期检查血气分

析、电解质、血常规；术中监测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
血糖、尿量、平均动脉压，心功能差的，适当延长辅助

时间。
３． 统计学方法：本文数据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表

示，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

结　 果

９８ 例患者均顺利停机。 ＥＣＣ 时间 ５０ ～ ３２０ 分

钟，平均（１２６ ５ ± １０ ５）分钟，阻断升主动脉时间 ３０
～ １８０ 分钟，平均（８７ ４ ± ８ ９）分钟，超滤时间 ４０ ～
１００ 分钟，平均（７５ ３ ± １１ ７）分钟，滤出液 ８００ ～
３ ０００ｍＬ，平均（１ ６５０ ± ５６ ６）ｍＬ，停机时红细胞压

积（ＨＣＴ）：２４ ～ ３５，平均（２９ ２ ± １ ５）％ ，血钾 ３ ７ ～
５ ５ｍｍｏｌ ／ Ｌ，平均 （４ ５ ± ０ ４） ｍｍｏｌ ／ Ｌ，血糖 ６ ３ ～
１１ ５ｍｍｏｌ ／ Ｌ，平均（８ ６ ± ２ １）ｍｍｏｌ ／ Ｌ，ＨＧＢ 水平为

７ ９ ～ ９ ０ｇ ／ Ｌ，平均（８ ６ ± ０ ２）ｇ ／ Ｌ，ＭＵＦ 后 ＨＧＢ 水

平为 ９ ８ ～ １２ ５ｇ ／ Ｌ，平均（１１ ２ ± １ ０２） ｇ ／ Ｌ。 ＩＣＵ
监护时间 ４ ～ ６ 天，平均（４ ８ 天）。 血流动力学稳

定，术后引流量（４５０ ± １０２）ｍＬ，肺部并发症明显减

少，术后没有发生因肺交换功能障碍而引起的长期

低氧饱和度病例发生。

讨　 论

研究发现，在心脏手术体外循环（ＥＣＣ）中，由
于血液与大量人工物质接触，可导致血液中激肽系

统、纤溶系统、凝血系统及补体片段的激活，触发炎

性级联反应，释放大量炎性介质，引起全身炎性反应

综合征，导致术后器官功能不全
［１］。 同时 ＥＣＣ 激活

补体，活化血细胞，使其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是心脏

ＥＣＣ 术后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
体外循环术中超滤是将超滤器连结于体外循环

管道的静脉管路上，应用中空纤维的半透膜特性，在
血流由超滤器入口到出口流动中产生一定的跨膜压

作用下，血流通过中空纤维时血液超滤模仿人体肾

小球过滤血液的基本原理，能够将血液中的多余的

水分和部分可溶性中小分子物质，如水份、金属离

子、葡萄糖和尿素、多种炎性因子等物质滤出中空纤

维外由超滤器出口排出
［２］。 炎性介质包括如白细

胞介素⁃２、６、８、肿瘤坏死因子、内皮素及心肌抑制因

子等，如此作用已证实能够有效降低 ＥＣＣ 术后患者

的外周阻力和肺动脉阻力，降低肺动脉压力，减轻心

脏后负荷
［３］，从而减少术后并发症，提高手术成

功率。
老年心脏病患者多由于病史长、病情重，心脏

大，心功能差，术前长期存在肺淤血及体循环淤血，
导致严重的体内钠水潴留，加重了各脏器功能的负

担
［４］，同时造成 ＥＣＣ 开始后，大量淤血回到体循环

内，体外循环的回流血量增多，氧合器血平面会明显

增高，对于合并大量胸、腹水的患者，术中可能引起

血液过度稀释，术后难以将患者血液还回机体，造成

血液浪费，术中应用超滤后能够有效提高胶体渗透

压及红细胞压积
［５］，浓缩血液，保持机体内环境稳

定，有利于患者术后恢复。
目前临床应用的超滤方法常见的有两种，即零

平衡超滤和改良超滤。 鉴于老年患者的身体特点，
本组 ９８ 例心脏手术患者，均于体外循环术中采用了

上述两种方法的联合，在血路连接方法上我们统一

采用静脉⁃回流室的方式（即有下腔静脉⁃泵⁃超滤器⁃
回流室），该方法的应用是考虑到术中方便同时进

行上述超滤方法。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超滤的连接方

法有多种多样，如动脉⁃静脉，静脉⁃静脉等，但动脉⁃
静脉连接方式中零平衡超滤时为了维持动脉灌注量

的恒定，需增加主泵的流量而无形中加剧了血液的

破坏，而静脉⁃静脉连接方式如果控制不好超滤泵的

　 　 　 　 （下转第 ７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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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不同麻醉诱导方法对小儿室间隔缺损

修补术中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对比研究

裴 馨　 韩 丁　 刘亚光　 贾清彦　 李 稼　 欧阳川

　 　 ［摘要］ 　 目的：比较舒芬太尼复合咪达唑仑与七氟烷麻醉诱导，对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患儿血流动

力学的影响。 方法：择期行室间隔缺损矫治术的 １ ～ ５ 岁患儿 ３２ 例，体质量（１２ １ ± ３ １）ｋｇ，随机分为静

脉组（ＳＭ 组）和吸入组（Ｓ 组）。 肌注氯胺酮待患儿入睡后，穿刺动脉置管，建立监测。 ＳＭ 组依次给予咪

达唑仑⁃哌库溴铵⁃舒芬太尼，５ 分钟肌肉松弛后行气管插管。 Ｓ 组吸入七氟烷，并予哌库溴铵，维持吸入

呼末浓度 ２ ０ ＭＡＣ，５ 分钟气管插管。 使用 Ｍｏｓｔｃａｒｅ 监测仪记录肌注氯胺酮后（Ｔ０）、麻醉诱导用药后 １
分钟（Ｔ１）、２ 分钟（Ｔ２）、５ 分钟（Ｔ３）、插管后 １ 分钟（Ｔ４）、２ 分钟（Ｔ５）、５ 分钟（Ｔ６）和 １０ 分钟（Ｔ７）的
ＨＲ、ＳＢＰ、ＤＢＰ、每搏输出量指数（ＳＶＩ）、心排血量指数（ＣＩ）、体循环阻力指数（ＳＶＲＩ）、反映左心室收缩功

能的压力升支最大速率（ｄｐ ／ ｄｔ）和心动周期效率（ＣＣＥ）。 结果：肌注氯胺酮到诱导后 ５ 分钟时间段（Ｔ０
～ Ｔ３）：静脉组 ＨＲ 明显下降（Ｐ ＜ ０ ０１），吸入组 ＨＲ 先下降后上升（Ｐ ＜ ０ ０１）；两组 ＳＢＰ、ＤＢＰ、ＣＩ、ＳＶＩ、
ｄｐ ／ ｄｔ 及 ＣＣＥ 均明显下降（Ｐ ＜ ０ ０１）。 ＣＣＥ 组别因素与时间因素存在交互作用（Ｐ ＜ ０ ０５）。 诱导后 ５
分钟到插管后，１０ 分钟时间段（Ｔ３ ～ Ｔ７）：两组 ＨＲ、ＳＢＰ、ＤＢＰ 及 ｄｐ ／ ｄｔ 插管后先上升后下降（Ｐ ＜ ０ ０１），
ＣＩ、ＳＶＩ 上升（Ｐ ＜ ０ ０１），ＳＶＲＩ 下降（Ｐ ＜ ０ ０１）。 两组 ＣＣＥ 比较，静脉组高于吸入组（Ｐ ＜ ０ ０５）。 结论：
①咪达唑仑复合舒芬太尼静脉麻醉与吸入七氟烷的麻醉诱导方法，均能满足心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患儿

的麻醉诱导要求，均可维持 ｄｐ ／ ｄｔ、ＣＩ 于正常范围，是安全可靠的诱导用药。 ②舒芬太尼复合咪达唑仑对

循环功能影响更轻，可能更适合循环功能低下的患儿。
［关键词］ 　 麻醉诱导；舒芬太尼；咪达唑仑；七氟烷；血流动力学；室间隔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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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患儿麻醉诱导对血流

动力学影响的研究，通常局限于血压、心率等常规监

测，很少测量 ＣＩ、ＳＶＩ 及 ＳＶＲＩ 等参数
［１］。 本研究应

用压力记录分析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
ｏｄ，ＰＲＡＭ）这一技术，比较氯胺酮基础麻醉下，用舒

芬太尼复合咪达唑仑与七氟烷两种麻醉诱导对室间

隔缺损修补术患儿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收集：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择期

行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患儿 ３２ 例，男性 １６ 例、女性

１６ 例，术前按美国麻醉医师协会（ＡＳＡ）分级为Ⅰ⁃
Ⅱ级，心功能分级全部为Ⅱ级。 随机分为静脉组

（ＳＭ 组）和吸入组（Ｓ 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其中

ＳＭ 组 １６ 例，年龄（２ ３ ± １ ３）岁，体质量（１２ ３ ±
３ ８） ｋｇ； Ｓ 组 １６ 例，年龄 （２ ５ ± １ ３ ） 岁，体质量

（１２ １ ± ２ ４）ｋｇ。 排除标准：主动脉瓣疾病，近期严

重心力衰竭、呼吸道感染，重度肺动脉高压。
２． 麻醉诱导：由一名固定的麻醉医师实施麻醉，

另一人负责数据收集。 患儿随机分配入静脉组（ＳＭ
组）或吸入组（Ｓ 组），均使用 Ｏｈｍｅｄａ Ａｄｖａｎｃｅ 麻醉

机，输入患儿年龄、体质量，可监测 Ｓ 组七氟烷呼末

肺泡气最小有效浓度（ＭＡＣ）值。 基础麻醉，两组患

儿均肌肉注射氯胺酮 ８ ～ １０ ｍｇ ／ ｋｇ，面罩吸入氧浓

度 １００％ ，氧流量 ６Ｌ ／分钟，保持呼吸道通畅，避免舌

后坠，监测心电示波和经皮血氧饱和度，待患儿入睡

后建立静脉通路，穿刺桡动脉置管监测血压，开始使

用 Ｍｏｓｔｃａｒｅ 监测仪（核心技术为 ＰＲＡＭ）记录数据。
麻醉诱导，ＳＭ 组依次给予咪达唑仑 ０ ２ ｍｇ ／ ｋｇ，哌
库溴铵 ０ ２ ｍｇ ／ ｋｇ 和舒芬太尼 １ μｇ ／ ｋｇ；Ｓ 组面罩密

闭吸入七氟烷（约 ６％ ）使其维持 ２ ０ＭＡＣ ５ 分钟，
同时静注予哌库溴铵 ０ ２ ｍｇ ／ ｋｇ，完成麻醉诱导。
两组均于麻醉诱导 ５ 分钟肌肉松弛后行气管插管，
机械通气，吸入氧浓度 ５０％ ，氧流量 ２Ｌ ／分钟，潮气

量 １０ ｍＬ ／ ｋｇ，呼吸频率 １５ ～ ２５ 次 ／分，维持呼气末

二氧化碳分压（ＰＥＴＣＯ２）３５ ～ ４０ ｍｍＨｇ（１ ｍｍ Ｈｇ ＝
０ １３３ ｋＰａ）。 插管后 Ｓ 组调整七氟烷吸入浓度维持

１ ５ ＭＡＣ。
３． 由意大利 Ｖｙｔｅｃｈ 公司生产的 Ｍｏｓｔｃａｒｅ 监测

仪应用压力记录分析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ＡＭ），即通过分析患者外周动脉压力波

形，获取 ＣＩ、ＳＶＩ、ＳＶＲＩ 等血流动力学参数，可监测

心动周期效率（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ｙｃ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ＣＥ）分析先

心病患儿（左）心室⁃动脉偶联状态。 Ｍｏｓｔｃａｒｅ 监护

仪连接方法：使用标准压力换能器连接常规监护仪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Ｖｕｅ， Ｍ８００７Ａ），监护仪压力模块经

一根信号线输出信号至 Ｍｏｓｔｃａｒｅ，Ｍｏｓｔｃａｒｅ 与患者无

直接连接。
４． 研究方案：３２ 例患儿随机分配到两组，于肌

注氯胺酮后（Ｔ０）、麻醉诱导用药后 １ 分钟（Ｔ１）、２
分钟（Ｔ２）、５ 分钟（Ｔ３）、插管后 １ 分钟（Ｔ４）、２ 分钟

（Ｔ５）、５ 分钟（Ｔ６）和 １０ 分钟（Ｔ７）使用数码相机记

录 Ｍｏｓｔｃａｒｅ 监测仪各时间点 ＨＲ、ＳＢＰ、ＤＢＰ、ＳＶＩ、ＣＩ、
ＳＶＲＩ、ｄｐ ／ ｄｔ 和 ＣＣＥ 的数值。

５． 统计学方法：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采用 ｔ 检验；计数

资料以频数（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 各血流动力学

参数组间差异（Ｐｇｒｏｕｐ）和组别因素与时间因素交互

作用（Ｐ ｔｉｍｅ·ｇｒｏｕｐ）采取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 组

内变化趋势（Ｐ ｔｉｍｅ）也采用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麻醉诱导过程平稳，患儿各项生命体征均在

正常范围，无不良事件发生，所有患儿顺利完成手

术。 ＳＭ 组与 Ｓ 组间一般资料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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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ｘ ± ｓ）
组别 年龄 ／岁 体质量 ／ ｋｇ 身高 ／ ｃｍ ＢＳＡ ／ ｍ２ 男 ／女（例） ＡＳＡ（Ｉ ／ ＩＩ）

ＳＭ 组（ｎ ＝ １６） ２ ３ ± １ ３ １２ ３ ± ３ ８ ８７ ８ ± １４ ４ ０ ５４ ± ０ １３ ８ ／ ８ ６ ／ １０
Ｓ 组（ｎ ＝ １６） ２ ５ ± １ ３ １２ １ ± ２ ４ ８９ ６ ± １８ ６ ０ ５４ ± ０ １２ ８ ／ ８ ６ ／ １０

表 ２　 氯静组与氯吸组血流动力学变化 （ｘ ± ｓ）
项目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Ｐ 值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Ｐ 值

ＨＲ ／ （次 ／分） ＳＭ 组 １３８ ± ２２ １２９ ± １９ １２５ ± １８ １２１ ± １６ １２６ ± １８ １２７ ± １６ １２０ ± １９ １１６ ± ２０
Ｓ 组 １２７ ± １６ １１８ ± １７ １２０ ± １９ １２８ ± １８ １３７ ± １４ １３７ ± １６ １３２ ± １８ １２７ ± １５

ＳＢＰ ／ （ｍｍＨｇ） ＳＭ 组 １２４ ± １６ １０６ ± １６ ９７ ± １４ ９４ ± １０ １０８ ± １５ １０７ ± １３ １０１ ± １１ １００ ± １１
Ｓ 组 １２０ ± １３ ９７ ± １５ ９３ ± １６ ９０ ± １７ １００ ± １７ ９９ ± １５ ９４ ± １２ ９５ ± １１

ＤＢＰ ／ （ｍｍＨｇ） ＳＭ 组 ６１ ± １６ ４７ ± ９ ４３ ± ８ ４３ ± ６ ５３ ± １０ ５３ ± ９ ５０ ± ８ ５１ ± ７
Ｓ 组 ５８ ± １４ ４５ ± ８ ４４ ± ９ ４５ ± １０ ５１ ± １１ ５１ ± １１ ５１ ± ７ ５２ ± ７

ＳＶＩ ／ （ｍＬ ／ ｍ２） ＳＭ 组 ２６ ４ ± ７ ０ ２２ ６ ± ７ ０ ２１ ２ ± ５ ４ ２３ ４ ± ７ ６ ２６ １ ± ７ ２ ２６ ７ ± ７ ７ ２８ ８ ± ９ ２ ３０ ８ ± ９ ３
Ｓ 组 ２８ ９ ± ４ ６ ２４ ３ ± ４ ４ ２４ ０ ± ５ ６ ２２ ５ ± ５ ５ ２３ １ ± ６ ６ ２３ ４ ± ６ ７ ２５ ３ ± ９ １ ２５ ８ ± ８ ４

ＣＩ ／ （Ｌ·ｍｉｎ －１·ｍ －２） ＳＭ 组 ３ ５ ± ０ ６ ２ ９ ± ０ ５ ２ ６ ± ０ ５ ２ ８ ± ０ ６ ３ ２ ± ０ ６ ３ ３ ± ０ ６ ３ ３ ± ０ ７ ３ ５ ± ０ ６
Ｓ 组 ３ ７ ± ０ ６ ２ ９ ± ０ ６ ２ ９ ± ０ ７ ２ ９ ± ０ ８ ３ １ ± ０ ８ ３ ２ ± ０ ８ ３ ２ ± ０ ９ ３ ３ ± ０ ９

ＳＶＲＩ ／ ＳＭ 组 １７００ ± ２５１ １７１０ ± ２５５ １６６６ ± ２１５ １５８９ ± ２９４ １６６１ ± ２５４ １５９４ ± ２６８ １４７７ ± ２６７ １４３８ ± ２５６
（ｄｙｎｅ ｓ ／ （ｃｍ５·ｍ２） Ｓ 组 １５７４ ± ２３２ １６５６ ± ４４３ １５７５ ± ５１８ １４４８ ± ２０３ １５６７ ± １８７ １５２３ ± ２３２ １４９０ ± ２７３ １５３１ ± ３１９
ｄｐ ／ ｄｔ ／ （ｍｍＨｇ ／ ｍｓ） ＳＭ 组 １ ５ ± ０ ２ １ ３ ± ０ ３ １ ２ ± ０ ２ １ １ ± ０ ２ １ ２ ± ０ ２ １ ２ ± ０ ２ １ １ ± ０ ２ １ ± ０ ２

Ｓ 组 １ ４ ± ０ ２ １ １ ± ０ ３ １ １ ± ０ ３ １ ± ０ ３ １ ２ ± ０ ３ １ １ ± ０ ３ １ ± ０ ３ １ ± ０ ２
ＣＣＥ ＳＭ 组 ０ ０５ ± ０ ２３ ０ ０５ ± ０ ２３ ０ ０３ ± ０ ２３ － ０ ０２ ± ０ ２８ ＜ ０ ０５ 　－ ０ ０４ ± ０ ３３ － ０ ０６ ± ０ ２８ ０ ０２ ± ０ ２８ ０ ０４ ± ０ ２６ ＜ ０ ０５

Ｓ 组 ０ ± ０ ２６ ０ ± ０ ２７ － ０ ０７ ± ０ ３２ － ０ ２４ ± ０ ３３ － ０ ２２ ± ０ ３１ － ０ １８ ± ０ ２７ － ０ ２５ ± ０ ３１ － ０ ２４ ± ０ ２５

注：ＣＣＥ：心动周期效率；ＣＩ：心指数；ｄｐ ／ ｄｔ：压力升支最大速率；ＳＶＩ：每搏量指数；ＳＶＲＩ：体循环阻力指数；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１ｋＰａ

图 １　 静脉诱导组与吸入诱导组血流动力学变化趋势（ｘ ± ｓ）
注：ＳＶＩ：每搏量指数；ＣＩ：心指数；ｄｐ ／ ｄｔ：压力升支最大速率；ＳＶＲＩ：体循环阻力指数；ＣＣＥ：心动周期效率。

　 　 ２． 两组患儿麻醉诱导各时间点血流动力学变化

见表 ２ 及图 １。 Ｔ０ 两组血流动力学数值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Ｔ０⁃Ｔ３：ＳＭ 组 ＨＲ 明显下降

（Ｐ ＜ ０ ０１），Ｓ 组 ＨＲ 先下降后上升（Ｐ ＜ ０ ０１）；两

组 ＳＢＰ、ＤＢＰ、ＣＩ、ＳＶＩ、ｄｐ ／ ｄｔ 及 ＣＣＥ 均明显下降（Ｐ
＜ ０ ０１）。 ＣＣＥ 组别因素与时间因素存在交互作

用，即 Ｓ 组 ＣＣＥ 下降相对 ＳＭ 组更明显（Ｐ ＜ ０ ０５）。
Ｔ３⁃Ｔ７：两组 ＨＲ、ＳＢＰ、ＤＢＰ、ｄｐ ／ ｄｔ 插管后先上升后

１６７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１０



下降（Ｐ ＜ ０ ０１），ＣＩ、ＳＶＩ 上升（Ｐ ＜ ０ ０１），ＳＶＲＩ 下
降（Ｐ ＜ ０ ０１）。 两组间 ＣＣＥ 比较，ＳＭ 组高于 Ｓ 组

（Ｐ ＜ ０ ０５）。

讨　 论

由于婴幼儿先心病患者心功能储备和能量储备

均不足，因此，研究不同麻醉诱导药物对血流动力学

（如 ＣＯ）的影响十分重要。 氯胺酮、舒芬太尼、咪达

唑仑与七氟烷均为心血管手术麻醉诱导阶段的常用

药物
［２⁃５］。 本研究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小儿麻醉中心诱导的常规用药剂量，对单纯室

间隔缺损（ＶＳＤ）患儿肌注氯胺酮后，分别给予两组

不同诱导药，应用 ＰＲＡＭ 法对患儿血流动力学变化

进行观察。 车昊等
［６］

研究证实麻醉诱导维持七氟

烷呼末浓度 １ ５ ＭＡＣ，发绀型与非发绀型先心病患

儿 ＢＩＳ 值均能维持在适当的麻醉深度，亦为本研究

的用药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种麻醉诱导方法

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均保持于正常范围，可满足 ＶＳＤ
患儿血流动力学维护的需要。 插管前 ＳＢＰ、ＤＢＰ、
ｄｐ ／ ｄｔ、ＳＶＩ 及 ＣＩ 均出现明显下降，是由于七氟烷和

静脉复合诱导药物减弱交感神经作用，进而削弱氯

胺酮的正性肌力作用，即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性药物

明显减弱氯胺酮所引起的交感反应
［７⁃８］。

本研究着重于观察心功能和大血管功能的相互

作用，原因是心室⁃动脉偶联反映心肌收缩力和心室

后负荷之间的匹配关系，是影响循环功能的重要因

素
［９⁃１０］

之一。 目前研究心室⁃动脉偶联最前沿的方

法为 计 算 Ｅｅｓ （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ｅｌａｓ⁃
ｔａｎｃｅ） ［１１］

与 Ｅａ （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ｅｌａｓｔａｎｃｅ） ［１２⁃１３］

的比值（Ｅｅｓ ／ Ｅａ）。 此理论由 ｓｕｎａｇａ⁃
ｗａ 等［１２］

提出，其评估模型基于压力⁃容积环，Ｅｅｓ 是
心室收缩末压力⁃容积关系曲线的斜率，代表心肌收

缩力，Ｅａ 是连结心室舒张末容积与收缩末压力的曲

线的斜率，代表心室后负荷。 Ｅａ 与 ＨＲ 和 ＳＶＲ 成正

相关，与动脉顺应性成负相关
［１４］。 Ｅｅｓ ／ Ｅａ 比值对

预测左心系统功能状况较为敏感，是具有预后价值

的指标
［１５⁃１６］，常用以反映心肌能量代谢

［１７⁃１８］。 ＣＣＥ
是血流动力学变化的综合反映，其与 Ｅｅｓ ／ Ｅａ 相关性

较好
［１９⁃２０］，能客观反映心室与动脉之间相互关系，

可通过 ＰＲＡＭ 法分析获得。 动脉压力波形降支存

在许多微小的压力波，根据它们出现的时间（主动

脉瓣关闭前、后）以及它们对血流的不同影响，这些

压力波产生的能量既可增加心脏做功（ＣＣＥ 中的负

成分），也可促进心脏射血（ＣＣＥ 中的正成分）。 心

脏收缩期能量消耗与整个心动周期能量消耗的比值

反映在 ＣＣＥ 中（ＣＣＥ ＝Ｗｓｙｓ ／ Ｗｂｅａｔ·Ｋｔ），相同 ＳＶＩ 水
平，ＣＣＥ 越高其心室⁃动脉偶联越好，心肌能量代谢

（氧耗量）水平越低
［１９⁃２１］。 实际上，吸入麻醉药和静

脉复合全麻药物都会引起不同程度心室⁃动脉偶联

损害
［２２⁃２３］，从而影响能量代谢。 本研究结果中两种

麻醉诱导方法致气管插管前 ＣＣＥ 变化，Ｓ 组下降较

ＳＭ 组更明显；气管插管后 ＣＣＥ 变化，ＳＭ 组高于 Ｓ
组，提示心室⁃动脉偶联 ＳＭ 组优于 Ｓ 组，即 ＳＭ 组对

循环功能的影响更轻。
麻醉诱导使用七氟烷（２ ０ ＭＡＣ）使 ＳＶＩ、ＣＩ、血

压明显下降，并反射性引起 ＨＲ 升高；气管插管后降

低七氟烷吸入浓度（１ ５ ＭＡＣ），ＨＲ 下降。 这一过

程反映七氟烷对循环抑制呈剂量依赖性，提示应根

据七氟烷对循环系统抑制程度及时调整吸入浓度。
因七氟烷降低 ＳＶＲＩ 的作用十分有限

［２４］，故其造成

血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ＣＩ 下降。 研究中 Ｓ 组 ＳＶＲＩ
不随时间发生改变亦可证明这一点。 ＳＭ 组中舒芬

太尼通过有效阻断交感神经反射而降低 ＨＲ［２５］
和周

围血管阻力，与七氟烷不同，其造成血压下降的原因

不仅有 ＣＩ 下降，还包括 ＳＶＲＩ 的下降，从而减少心室

做功。 ＳＭ 组 ＨＲ 整体呈下降趋势，不明显增加心肌

氧耗量。 本研究提示，麻醉诱导药物对 ＨＲ、ＳＶＲ 及

ＳＶＩ 的综合影响是 ＳＭ 组 ＣＣＥ 优于 Ｓ 组的主要

原因。
本研究仅对单纯室间隔缺损患儿的诱导阶段进

行不同麻醉方法的对比研究，并未涉及重症复杂先

心病诱导期的血流动力学变化研究。 由于复杂先心

病的病理生理变化复杂多样，麻醉药物对心血管的

抑制作用可能会引起血流动力学波动，甚至导致循

环紊乱，影响心肺功能。 因此，今后仍需进一步研究

不同麻醉诱导方法对重症复杂先心病患儿血流动力

学的影响，用以指导临床工作，保障麻醉诱导的安

全性。
综上所述，两种麻醉方法均能满足室间隔缺损

先心病患儿的麻醉诱导要求，都可保持 ｄｐ ／ ｄｔ、ＣＩ 在
正常范围。 与氯胺酮复合七氟烷诱导相比，氯胺酮

复合舒芬太尼⁃咪达唑仑对循环功能影响更轻，可能

更适合循环功能低下，对麻醉诱导药物耐受性差的

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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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传统开腹手术和腔内修复术治疗腹主动脉瘤

破裂的临床对照研究

舒端朝　 冯 涛　 陈 述　 赵 龙　 王宗社

　 　 ［摘要］ 　 目的：分析比较传统开腹手术与腔内修复手术治疗腹主动脉瘤破裂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
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我院收治的 ５４ 例腹主动脉瘤患者为研究对象， 根据患者所采用的手术

方式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为开腹手术组和腔内手术组。 比较分析两种手术方法术中出血量、输血量，
术后 ＩＣＵ 观察时间、禁食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手术费用；记录患者围手术期的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
同时在患者出院后对两组患者每隔 ３ 个月进行随访，比较两组患者两年生存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腔内手术组的出血量、手术时间、ＩＣＵ 观察时间、术后禁食时间以及术后住院时间均小于开腹手术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但是手术费用则明显高于开腹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围手

术期，腔内手术组的肺部并发症和电解质紊乱发生率均低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病死率以及其他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随访腔内手术组的生存率均高于开腹手

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腔内修复术治疗腹主动脉瘤破裂具有手术时间短、创伤性

小、术后恢复时间短，长期疗效好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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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腹主动脉瘤（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ＡＡＡ）
是血管瘤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该疾病本身短期

不会引发死亡，而一旦发生腹主动脉瘤破裂（ ｒｕｐ⁃
ｔｕｒｅ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ｒＡＡＡ）该疾病可能

对患者的生命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 ｒＡＡＡ 被

认为是 ＡＡＡ 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１］。 传统的

ＡＡＡ 治疗方法为开腹修复术，但是手术成功率较

低，仅有 ５０％ ，而且对患者的造成的伤害较大，随着

外科技术的发展，治疗 ｒＡＡＡ 的手术方式也越来越

多，微创治疗是广泛被应用于血管外科的一种治疗

方式，而腔内修复术则是近年才得以应用于腹主动

脉瘤破裂的一种新方法
［２］。 腔内修复术是治疗腹

主动脉瘤破裂的一种新方法，自引进我院来效果显

著，现汇报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我院收治的腹主动脉瘤患者 ５４ 例为研究对象，
所有的患者已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确诊。
纳入标准：①已确诊为腹主动脉瘤破裂；②入院两小

时内便进行手术；③患者身体无手术禁忌症。 排除

标准：①不愿参加研究的患者；②患有心血管、泌尿

系统等严重的并发症的患者；③神志不清，无意识患

者。 根据患者所采用的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两组，
分别为开腹手术组和腔内手术组。 其中开腹手术组

有男性 ２６ 例，女性 ４ 例，年龄 ５１ ～ ８２ 岁，平均（６６ ３
± １４ ７）岁。 腔内手术组有男性 ２２ 例，女性 ２ 例，平
均年龄（６９ ３ ± １２ ４）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比

以及疾病构成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类型如表 １
所示。 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均知情且自愿

参加本次研究，本研究符合我院伦理委员会的各项

要求，并已经审批通过。
２． 治疗方法 　 （１）开腹手术组：患者采用全身

麻醉，在腹部的正中进行切口，切口上端为剑突下

缘，下端为耻骨上缘，全身肝素化，开腹后找到肾动

脉下方的腹主动脉进行阻断，阻断位置为肾动脉开

口下方正常动脉处，然后显露出瘤体及双侧髂动脉

并阻断。 将动脉瘤旁边的血栓先清除干净，将腹主

动脉前壁切开，将瘤腔内的血栓进行清除，从瘤腔内

缝扎腰动脉、肠系膜下动脉及骶中动脉开口，选择能

够与患者相匹配的人工血管进行腹主动脉、双髂动

脉的吻合。 恢复血流后确定吻合口出无漏血，再以

动脉瘤的囊壁缝合包裹植入的人工血管。 逐层缝合

后结束手术
［３］。

表 １　 两组患者并发症及一般情况比较表［ｎ（％ ），ｘ ± ｓ］

项目
腔内手术组

（ｎ ＝ ２４）
开腹手术组

（ｎ ＝ ３０）
Ｐ 值

高血压 ２０（８３ ３） １６（５３ ３） ０ ６７
糖尿病 ８（３３ ３） ４（１３ ３） ０ ３７
高血脂 ６（２５ ０） ４（１３ ３） ０ ６４
心率 ／ （次 ／分） ９０ ± １４ ９２ ± １３ ０ ６８
收缩压 ／ ｍｍＨｇ １１８ ± ２９ １１１ ± ２５ ０ ３６
血红蛋白 ／ （ｇ ／ Ｌ） ９１ ± １８ １００ ± １８ ０ ２４
血细胞比容 ／ ％ ２７ ± ８ ２９ ± ５ ０ ４６

　 　 注：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２）腔内手术组　 根据患者的情况具体采用全

身麻醉或者局部麻醉，经皮穿刺股动脉建立入路。
对患者进行动脉造影以确认测量数据，使病变段全

程显影，明确瘤体大小、瘤颈长度及侧枝供血情况

等，将定制覆膜支架（直管型、分叉型或主—髂单臂

型）准确导入并送至肾动脉开口下缘处开始释放

（支架主体的导入选择髂动脉相对平直、口径较粗

的一侧入路），如为分叉型支架则，还需自对侧股动

脉插入导丝进入支架另一侧支，将一直型覆膜支架

置入。 后再次造影明确瘤体封闭情况，有无内漏，以
及双侧髂内动脉供血情况，如因支架两端与血管壁

接触不良或多个支架之间接触不良出现内
［４］。 造

影确认手术效果后，采用血管闭合器将穿刺点进行

闭合或者缝合。 结束手术。
（３）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的手术情况（包括术

中的出血量、失血量、输血量以及手术时间）和住

院情况包括 ＩＣＵ 观察时间、禁食时间、住院时间以

及手术费用等指标；记录患者围手术期的电解质

紊乱等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死亡情况；患者出院后

的第一年，每隔 ３ 个月对患者进行复诊，以后每隔

１ 年复查 １ 次，统计患者 ２ 年后的并发症发生率以

及病死率。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频率的方式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ｓ 确切概率法；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及住院情况比较　 腔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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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组术中无需输血，而开腹手术组则需大量输血，且
腔内手术组出血量也明显少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腔内手术组的手术时间、ＩＣＵ
观察时间、术后禁食时间以及术后住院时间均短于

开腹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但是手

术费用则明显高于开腹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手术及住院情况比较表（ｘ ± ｓ）

项目
腔内手术组

（ｎ ＝２４）
开腹手术组

（ｎ ＝３０）
ｔ 值 Ｐ 值

术中出血量 ／ ｍＬ １６１ ２ ± ２３ ３ ７５０ ２ ± ２３ ６ － ５ ２６ ＜ ０ ０１
术中失血量 ／ ｍＬ ０ ８００ １ ± ５３ １ － ７ １５ ＜ ０ ０１
术后输血量 ／ ｍＬ ０ ５９６ ３ ± ７１ ３ － １６ ３６ ＜ ０ ０１
手术时间 ／分钟 ２１４ ２ ± ４３ ６ ２９５ ６ ± ６１ ２ － １０ ７２ ＜ ０ ０１
ＩＣＵ 观察时间 ／小时 ４８ ２ ± １１ ２ ７１ ６ ± １２ ３ － １ ３４ ＜ ０ ０５
术后禁食时间 ／小时 ３６ ２ ± １１ ６ １２３ ３ ± ３６ ２ － ３ ５４ ＜ ０ ０１
术后住院时间 ／小时 ８ ３ ± ２ １ １６ ３ ± １ ９ － ２ ６３ ＜ ０ ０５
手术费用 ／万元 １１ ９ ± ３ ２ ６ ５ ± ２ １ － ４ ４７ ＜ ０ ０１

　 　 ２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和病死率比较 　
　 　 围手术期，腔内手术组的肺部并发症和电解质

紊乱发生率均低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病死率以及其他并发症发生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表 ３）。

图 １　 患者手术前后 ＣＴＡ 检查结果（Ａ：手术前 ＣＴＡ 检查结果，Ｂ：手术后 ＣＴＡ 检查结果，采用的手术方式为腔内手术；图 ２　 患者手

术前后 ＣＴＡ 检查结果　 Ａ：手术前 ＣＴＡ 检查结果，Ｂ：手术后 ＣＴＡ 检查结果，采用的手术方式为开腹手术

表 ３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和病死率比较［ｎ（％ ）］
组别 肺部并发症 电解质紊乱 心脏并发症 切口并发症 其他 病死率

腔内手术组（ｎ ＝ ２４） ４（１６ ７）∗ ５（２０ ８）∗ ６（２５ ０） ２（８ ３） ３（１２ ５） ３（１２ ５）
开腹手术组（ｎ ＝ ３０） １１（３６ ７） １９（６３ ３） ７（２３ ３） ３（１０ ０） ４（１３ ３） ４（１３ ３）

注：与开腹手术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３． 两组患者随访结果比较　 两组患者均有并发

症和死亡情况发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术后 ６ 个月、术后 １２ 个月以及术后 ２４ 个月腔内手

术组的生存率均高于开腹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表 ４ ～ ５，图 １ ～ ２）。

讨　 论

ＡＡＡ 是主动脉瘤中一种常见的类型，是一种进

行性发展肿瘤，瘤体具有随时可能破裂大出血的危

险，因此对于 ＡＡＡ 应该注意早期诊断和治疗。 腔内

手术对于腹主动脉瘤的治疗作用已经以其微创有效

的特点被认可，具有发展前景。 但是腹主动脉瘤破

裂的治疗难度变大，腔内手术是否依然能够微创有

效的治疗疾病成为医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５］。 腹

主动脉瘤的病死率较高，而且大多数患者的死亡时

间为入院确诊后的两个小时，为了降低患者的病死

率，必须在确诊后立即开始进行抢救
［６］。 腔内手术

是否能有效的抢救患者确定了其在腹主动脉瘤治疗

中的主要研究问题。
本次研究中，采用腔内手术的患者术中的出血

量较少，无需输血，手术后所用的恢复时间也比较

少，患者恢复较快，这些特点体现了腔内手术微创的

特点。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

从长期疗效来看，腔内手术患者的生存率要高于开

腹手术，说明其治疗的长期效果较好。 但是腔内手

术组的围手术期肺部并发症和电解质紊乱的发生率

要低于开腹手术组，可能是由于腔内手术的创伤较

小，患者的血液流失较少，所以电解质紊乱的发生率

较高，切口较小，肺部与外界环境接触的面积小，使
得患者肺部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腔内手术采用快速

的球囊阻断技术，可有快速有效的减少手术中的出

血量，防止患者出现出血性休克，保证了手术过程中

内脏等器官的血液灌注，因此降低了围手术期并发

生发生的危险，本文选用的患者例数较少，两组出现

并发症的例数均较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以在以

后的研究中增加样本量以研究不同手术方式对并发

症发生率的影响。 另外，腔内手术的切口很小，而开

６６７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１０



　 　 　 　 表 ４　 两组患者短期随访结果（例）

项目
腔内手术组

（ｎ ＝ ２４）
开腹手术组

（ｎ ＝ ３０）
Ｐ 值

复发 ０ １
内漏 １ ０
覆膜支架轻度破损 １ ０
支架移位 １ ０ ０ ６６
多器官衰竭死亡 ０ １
脑血管意外死亡 １ ０

表 ５　 两组患者长期随访生存率比较［ｎ（％ ）］
组别 术后 ６ 个月 术后 １２ 个月 术后 ２４ 个月

开腹手术组（ｎ ＝ ３０） ２２（７３ ３） ２０（６６ ７） １７（５６ ７）
腔内手术组（ｎ ＝ ２４） ２３（９５ ８） ２２（９１ ７） ２０（８３ ３）

χ２ 值 ４ ００ ４ ７３ ４ ３１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腹手术的切口较大，导致手术应激较大，患者术后恢

复较慢，导致患者的住院时间延长
［７］。 但是有研究

表明，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腔内手术，其中最主要

的原因便是瘤体解剖，如果瘤较大同时存在髂动脉

扭曲，会大大提高腔内手术的难度，如果此时选择腔

内手术很可能导致手术失败而延误最佳的治疗时

机
［８］。 有学者还提出，及时不能采用腔内手术，也

可以讲腔内手术的球囊阻断技术运用到开腹手术

中，减少术中的出血量，保证各个器官的正常灌注，
这一方法的结合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入研

究
［９］。 另外，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术前的

ＣＴＡ 检查对于手术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ＣＴＡ 检查能够准确的将瘤体的长度直径位置等特

点检车出来，包括动脉的扭曲、闭塞等基本情况也可

以进行详细的记录，准确的评估病情后能够更好的

进行手术
［１０⁃１１］。

从本次研究中可以看出，腔内修复手术的手术

费用较高，大约为开腹手术的两倍，因此在选择治疗

方式时还要考虑到患者的经济情况。
综上所述，腔内修复手术用于腹主动脉瘤破裂

的手术时间较短、创伤性小、术后恢复时间短，长期

疗效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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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术中急性医源性髂动脉破裂的治疗

姜 宏　 夏 茜　 张立伟　 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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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支架的引进和腔内技术的发展，血管腔内治疗现已

成为治疗髂动脉闭塞性病变的一线手段
［１］ ，但仍存在血管破

裂、损伤的严重并发症
［２］ 。 本文回顾性分析我科 ３ 例急性医

源性髂动脉破裂相关临床资料和覆膜支架治疗随访结果，现
结合文献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我院共收治 ３５１ 例髂动脉阻塞患者进行介入治疗，发
生损伤并发症 ３ 例。 其中：男性患者 ２ 例，女性患者 １ 例，年
龄 ５３ ～ ８２ 岁，平均年龄（６４ ２ ± ３ ４）岁，患者一般资料见表

１。 共 ４ 条医源性髂外动脉破裂，医源性损伤 ４ 条血管原发

病为髂动脉慢性完全闭塞（ｃｈｒｏｎ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ＴＯ），损伤

均系开通后支架置入前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ｌｕｍｉｎａｌ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ＴＡ）导致的急性破裂，其中即刻破

裂 ３ 条，延迟破裂 １ 条，均于术中发现。 典型症状为球囊扩

张时腰背部及腹股沟区较剧烈疼痛而扩张后缓解不明显，继
而出现躁动不安伴心率和血压波动性变化等失血性休克体

征。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ＳＡ）显示造影剂呈“洞口样”外溢（表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介入治疗　 抗休克治疗同时经原穿刺

路径立即送入球囊至损伤部位，压力泵充盈球囊至原压力值

填压破裂口，造影确认血流被完全阻断无造影剂外溢，持续

填压 １０ ～ １５ 分钟或至覆膜支架准备完毕，终止一切抗凝或

溶栓药物使用。 密切观察生命体征，血液动力学稳定后退出

球囊导管，置入 ８ｍｍ × ６０ｍｍ ／ ８０ｍｍ Ｆｌｕｅｎｃｙ（Ｂａｒｄ Ｉｎｃ． 美国）
覆膜支架并复查造影，支架长度未完全覆盖且残余狭窄 ＞
７０％者重叠置入覆膜支架。 继续观察 ３０ 分钟后退出造影导

管并拔鞘常规压迫止血。 抗血小板治疗 ３ 个月。
（２）评估与随访　 术后 ３ 个月、６ 个月及逐年进行症状

体征随访，应用彩超、ＣＴ 血管成像（ＣＴ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Ａ）和
ＤＳＡ 进一步评估管腔情况。

结果　 １ ３ 例全部治疗成功，共置入 Ｆｌｕｅｎｃｙ 覆膜支架 ６
枚，其中置入 １ 个 ２ 例，置入 ４ 个 １ 例。 所有支架均张开满

意，管腔通畅无造影剂外渗，技术成功率 １００％ （图 １ ～ ３）。
急性破裂 ３ 例支架置入后均完全止血，不仅血液动力学保持

稳定，而且远端血供明显改善。 围手术期无死亡及其他并发

症，全部于 １ 周内均康复出院。
２ ３ 例随访时间见表 １，最短时间 １４ 个月，最长 １２０ 个

月，１ 例失访，１ 例 ２２ 个月后死于急性心肌梗塞，１ 例随访 １０
年后仍通畅。 所有病例疗效保持稳定或进一步改善，ＣＴＡ ／
ＤＳＡ 复查未见渗漏、支架移位及支架内狭窄发生。

讨论　 目前介入技术因创伤小、恢复快的优势而被广泛

用于治疗髂动脉阻塞，同时也难免发生医源性髂动脉损伤。
Ｐａｌｍａｚ 等［３］

报道 ４８６ 例患者 ５８７ 条髂动脉支架治疗操作中，
５ 例发生血管破裂或假性动脉瘤，血管损伤并发症为 ０ ９％ 。
Ｃａｓｓｉｄｙ 等

［４］
报道在 ７０７ 例行 ＥＶＡＲ 术的患者中发生髂动脉

破裂有 ２０ 例，约占 ３％ 。 髂动脉破裂常发生于 ＰＴＡ 操作期

间，相关的高危因素包括血管钙化、闭塞性病变、球囊过大或

无压力计数的盲目手动扩张、近期内膜切除术、长期使用激

素及糖尿病等。 Ｓｃｈｕｌｔｅ 等
［５］

报道，“珊瑚礁”样钙化病变是

极高危因素。 此外，血管破裂也与支架设计构型相关
［６］ 。 本

组 ３ 例患者均具有两种以上高危因素，４ 条髂动脉破裂均系

球囊预扩所致，其中 ３ 条即刻破裂，延迟破裂 １ 条左髂动脉

发生在破裂的右髂动脉被覆膜支架成功修复后。 球囊过大

（ø８ｍｍ）是本组髂动脉动脉破裂的主要原因，而延迟破裂原

因应为球囊损伤基础上再通后血流冲击所致。
髂动脉破裂是一种突发性致死事件，也是血管介入操作

的最严重并发症
［７］ ，对此关键是如何预防和及时发现处置。

首先术前应针对高危因素进行评估，尤其是病变的影像学特

点，据此进行针对性预防。 髂动脉位于腹膜后彩超检查价值

有限，ＣＴＡ 或 ＭＲＩ 血管成像均能清晰显示病变范围、闭塞程

度、血管直径及迂曲程度等，但是由于 ＣＴＡ 对钙化具有较高

敏感性宜为首选。 高危病变 ＰＴＡ 操作应避免球囊选择过大，
同时应使用压力泵轻柔、缓慢、间歇性进行。 本组破裂动脉

同为 ＣＴＯ 病变，破裂均系预扩所致。 因此，此类病变不宜一

次性扩张成形或选用球扩式支架，适度预扩后置入自膨式支

架即可达到再通目的又可降低血管损伤几率，切忌追求即刻

的影像完美。 髂动脉破裂在操作过程中即可明确诊断，典型

表现为腹股沟区及腰背部疼痛伴血液动力学不稳定，造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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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３ 例患者临床一般资料

病例 年龄 ／岁 性别 ＤＭ ＤＡ ＣＴＯ 钙化 球囊直径 ／ ｍｍ 损伤血管 病变类型 支架 ／数量 随访时间 ／月
１ ５７ 男 √ √ ８ 右 ＥＩＡ 破裂 Ｆｌｕｅｎｃｅ ／ １ １２０
２ ８２ 女 √ √ √ ８ 双侧 ＥＩＡ 破裂 Ｆｌｕｅｎｃｅ ／ ４ １８
３ ５３ 男 √ √ ８ 右 ＥＩＡ 破裂 Ｆｌｕｅｎｃｅ ／ １ １４

　 　 注：ＤＭ：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Ａ：定向斑块切除术（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ｈ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ＥＩＡ：髂外动脉（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ｌｉａｃ ａｒｔｅｒｙ）

图 １　 病例 １ 的 ＣＴＡ 及造影图像 Ａ： ＭＲＡ 示右髂外动脉完全闭；Ｂ：右髂外动脉 ＰＴＡ；Ｃ：右髂外动

脉破裂，造影剂“火山口样”外溢； Ｄ：覆膜支架置入后管腔通畅、无造影剂外溢；Ｅ：２ 年后 ＣＴＡ 复

查示髂动脉“珊瑚礁”样钙化，覆膜支架通畅；Ｆ ／ Ｇ：１０ 年后覆膜支架仍通畅

图 ２　 病例 ２ 术中造影及术后图像　 Ａ：主髂动脉完全闭塞；Ｂ：双球囊対吻扩张；Ｃ： 右外髂动脉破裂、造影剂呈“火山口样”
溢出；Ｄ：右髂外动脉覆膜支架成功封堵后造影示左外髂动脉破裂、造影剂呈“烟雾样”外溢；Ｅ：再置入覆膜支架后封堵成

功、血流再通

见造影剂外溢
［８］ 。 本组 ３ 例急性破裂均发生于球囊扩张操

作期间且症状体征符合上述表现。 虽然 １ 个病变延迟破裂，

但由于延长了观察时间也于操作期间发现。 对于延迟破裂

应予足够警惕，延时观察有助于及时发现处置，特别是对于

高危病变。 对于球囊扩张时疼痛较剧烈而其后不明显缓解

者，在血液动力学变化之前就应高度怀疑并立即造影证实。

此外，高危病变经肱动脉或对侧股动脉单路径顺行再通时，

建议预先置入长鞘至病变近端以便于迅速造影诊断和后续

止血操作。

理论上髂动脉破裂的标准治疗是开放式手术修补，但实

际操作中即使破裂发生在具备条件的环境下也存在严重的

失血状态和血管条件差等诸多危险因素。 Ａｌｌａｉｒｅ 等
［９］

报道

的一组 ＰＴＡ 操作期间髂动脉破裂的治疗结果中，外科治疗 ２
例死亡，而球囊填压仅可暂时止血。 Ｌａｇａｎà 等

［１０］
报道 ５ 年

之中有 １１ 例患者发生髂外动脉破裂并全部用腔内治疗的方

式置入支架，平均随访 ２２ ３ 个月，有效通畅率达到 ９２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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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病例 ３ 的 ＣＴＡ 及造影图像　 Ａ： 双髂动脉 ＣＴＯ 病变支架治疗 ５ 年后再闭塞；Ｂ：球囊扩

张（Φ８ｍｍ）右髂动脉；Ｃ：右髂外动脉破裂、造影剂“火山口样”外溢；Ｄ： 置入覆膜支架后的成

功封堵、血流通畅

支架治疗急性髂动脉破裂除了具有快速找到出血点并准确

止血的优点，还有与手术相近的通畅率，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病死率。 为此，作者更倾向覆膜支架治疗。 面对大血管破裂

的急性失血状态，球囊能迅速的重新置入并扩张填压破口及

时止血，在积极纠正血液动力学的同时为覆膜支架准备提供

了时间，覆膜支架置入后既能准确封堵破口又能再通管腔。
在一组急性髂动脉破裂覆膜支架治疗的报道中，７ 例全部技

术成功，其中继发于髂动脉阻塞 ＰＴＡ 操作所致的 ４ 例患者随

访 ６ 个月后管腔通畅无再狭窄发生
［１１］ 。 本组 ３ 例医源性血

管破裂的患者也均置入覆膜支架治疗成功，１４ ～ １２０ 个月后

管腔均保持通畅，覆膜支架中远期通畅率较高
［１２］ ，疗效

满意。
目前，ＰＴＡ 术中发生急性医源性髂动脉破裂的病例报道

很少，通过以上 ３ 例并发症的诊治我们的体会是球囊填压和

覆膜支架的联合应用对于术中发生的急性血管破裂具有操

作简便、止血迅速和封堵有效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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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护理·

音乐疗法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围术期患者

焦虑及抑郁影响的研究

张玉梅　 杜娜青　 王 超　 韩 晴　 赵铁夫

　 　 ［摘要］ 　 目的：探讨音乐疗法在改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前后，患者焦虑及抑郁心理的作用。
方法：将 ３００ 例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１５０ 例，干预组

患者除给予常规心外科护理外接受音乐疗法，对照组给予常规心外科护理。 结果：全组患者无手术死

亡，手术前将两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５ 天重复进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ＨＡＤ）量表测试，干预组与对照组间焦虑值和抑郁值均存在非常显著差异，干预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音乐疗法适用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围术期焦虑、抑郁的患者，其辅助作用可以使焦虑、抑郁症

状得到改善。
［关键词］ 　 音乐疗法；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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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Ｄ）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血管

狭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急性短暂性缺血、缺

氧引起的临床综合征。 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焦虑

和抑郁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冠心病患者
［１］。 而且，

外科手术围术期患者焦虑和抑郁明显增加
［２⁃４］。 在

冠心病治疗中，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ｏｆｆ⁃
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ＯＰＣＡＢ）已经成

为主要治疗方式之一，且效果良好。 但是，手术也会

在患者心理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选择北京

安贞医院心脏外科行 ＯＰＣＡＢ 且存在焦虑抑郁倾向

的患者 ３００ 例，进行围术期音乐疗法的研究，现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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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在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拟行 ＯＰＣＡＢ 的患者

３００ 例，入院时即应用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ＨＡＤ）测评，研
究入选标准为：①年龄 ４０ 至 ８０ 岁；②择期手术患

者；③意识清晰、言语正常、能与研究人员正常沟通；
④自愿参加本研究者；⑤焦虑或抑郁评分≥８ 的患

者（为临界和明显焦虑或抑郁患者）。 排除标准：①
语言障碍者；②听力障碍者；③年龄≤４０ 岁或年龄

≥８０ 岁，及药物治疗者；④急诊手术者；⑤焦虑或抑

郁评分≤８ 的患者（为无焦虑或无抑郁患者）。 禁忌

症：①音乐易感性癫痫： 这种患者比较少见， 可由

听音乐导致不完全癫痫。 ②声音高度敏感症： 此类

患者， 声音对于他们来说是痛苦的， 常会使他们头

痛。 对这两种病可以通过询问患者是否听音乐时产

生过不适的感觉来鉴别。 全部入选患者共 ３００ 例，
其中。 男性 １８２ 例，女性 １１８ 例，平均年龄（６０ ９ ±
８ ４）岁。

２． 方法　 全部入选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 １５０ 例。
测量工具应用《医院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共 １４

项，焦虑、抑郁各占 ７ 项，每个项目均分为 ４ 级评分，
根据程度划分 ０，１，２，３ 分，Ａ 代表焦虑，Ｄ 代表抑

郁。 患者采用自评方式，总分 ８ ～ １０ 分临界焦虑或

抑郁，总分 １０ ～ ２０ 代表有明显焦虑或抑郁。
对照组采用心外科常规护理，注重生命体征监

测，手术前常规皮肤准备、过敏试验及肠道准备。 手

术后定时拍背咳痰，加强胃管、引流管、及尿管的护

理，鼓励患者尽早床边活动。 干预组护理除与对照

组相同措施外，增加音乐疗法。
音乐的选择由心理科医师甄选，曲调风格以舒

缓、流畅、悠扬为基准，以利于唤起患者积极稳定的

情绪。 处方组成：共入选 １０ 首乐曲，如《杜鹃圆舞

曲》、《六月船歌》、《安妮的仙境》、《时光印记》和
《秋日私语》等，每日定时播放 ２ 次，播放时间定为

午睡前 １２：３０ ～ １３：００，晚睡前 ２０：００ ～ ２０：３０，音量

设定为 ７０ｄＢ。
３．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建立数据库，双人录

入，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软件分析，两组间服从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采用 ｔ 检验；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表示，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ｓ 精确法。 以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全组患者无手术死亡，无开胸止血，无主动脉

内球囊反搏及体外膜肺的应用，围术期无心脏相关

并发症。 平均搭桥（３ １４ ± １ ３３）根，平均住院日

（９ ４３ ± ３ ２１）天。
手术前将两组研究对象进行临床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

表 １　 手术前两组间一般临床资料比较［ｘ ± ｓ，％ ］

组别 年龄 ／岁 男性 ／ ％ 焦虑 ／分 抑郁 ／分
干预组（ｎ ＝ １５０） ６０ ８８ ± ８ ３０ ５９ ３ ９ ８
对照组（ｎ ＝ １５０） ６０ ７８ ± ８ ８４ ５５ ３７ ９ ８

ｔ ／ χ２ 值 ０ ０９３ ０ － ０ ３ － ０ ３８３
Ｐ 值 ０ ９２６ ＮＳ ０ ７６４ ０ ７０２

　 　 ２． 手术后 ５ 天重复进行 ＨＡＤ 量表测试，干预组

与对照组间焦虑值和抑郁值均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表 ２）。

表 ２　 手术后两组间焦虑及抑郁情况比较［Ｍ（ＱＲ）］

组别 焦虑 ／分（中位数） 抑郁 ／分（中位数）
干预组（ｎ ＝ １５０） ３（１，６） ３（１，５）
对照组（ｎ ＝ １５０） ８（５，１０） ８（３，１０）

Ｚ 值 － ７ ２５６ － ７ ４７５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讨　 论

关于冠心病患者合并焦虑的状况，国内目前尚

无大样本人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报道，一些单中

心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患者焦虑障碍发病率为

５１ ６％ ～ ７０％ ［５⁃６］。 国外有研究表明，在一般人群

中，焦虑症的发病率为 ４ １％ ～ ６ ６％ ，而冠心病人

群中，焦虑症的发病率约为 ４０％ ～７０％ 。
音乐疗法是一种把音乐作为媒体使用的医学治

疗方法，通过音乐家、护理人员和临床心理医生协

作，达到治疗或作为辅助治疗的目的。 音乐疗法的

应用由来已久，护理先驱南丁格尔就在其《护理手

记》第 ４ 章“声音”一节中专门针对现在所说的“音
乐疗法”进行解释的精彩片段，它涉及到音乐给病

人带来的效果。 实践表明，音乐具有提高兴致，减轻

悲痛，祛除疾病，减缓疼痛的作用，另外对心情焦躁、
烦闷还具有镇静作用。

在我国，将音乐当成药物加以应用的方法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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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久。 对心理功能的影响主要是音乐能满足人们自

我表现的需要，影响人的情绪
［７］。 近年来的研究表

明，音乐对中枢系统的影响主要作用于边缘系统、下
丘脑、脑干网状结构；音乐疗法可以改善神经系统、
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和消化系统的功能，可以调

节体内血管的流量和神经传导；能提高大脑皮层的

兴奋性，可以改善人的情绪，激发人们的感情，振奋

人的精神
［８⁃１０］。

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焦虑、抑郁是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手术前及手术后常见的负性心理反应，
焦虑抑郁患者容易感觉到心慌，烦躁、呼吸急促、心
律过速、失眠及食欲减退等负性心理，严重影响患者

的转归与康复。 这一特点与文献报道相吻合
［１１⁃１３］。

本研究显示，应用音乐疗法的干预组患者，其围术期

的焦虑和抑郁状态明显优于对照组，这证明了音乐

疗法在 ＯＰＣＡＢ 围术期的治疗作用。
由于冠心病的发病机理中，除冠状动脉本身的

病理基础外，还与患者的精神因素密切相关，所以

ＯＰＣＡＢ 围术期的处理中加用音乐疗法辅助治疗，可
以起到缓解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的作用。 况且，音乐

对人的情绪有调整和平衡等作用，能减慢心率，扩张

血管，从而加强心肌的血液循环，由此而达到降低心

脏负荷，清除心肌缺氧所产生的代谢产物，从而缓解

心绞痛
［１４］。

综上所述，音乐疗法适用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围术期焦虑、抑郁的患者，其辅助作用可以使焦

虑、抑郁症状得到改善。 将音乐疗法与心理护理、生
活护理、健康宣教相结合，必能更好地满足患者的生

理、心理需求，从而益于病人的治疗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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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容易产生气泡直接进入颈内静脉发生气栓的

危险。
零平衡超滤是指滤出多少液体同时就加入等容

量的晶体液到静脉储血室，实际上相当于洗脱作用，
其真正的目的不在于滤出的液体，而是通过不断的

循环滤出炎性介质，而改良超滤是在停体外循环机

后将右心房的静脉血液引入超滤器进行滤过多余水

份后再通过体外循环机泵入患者主动脉内，其目的

在于清除体内多余水分，浓缩血液，降低外周血管阻

力。 总之，老年体外循环中应用超滤可迅速排除体

内过多水分，提高 ＨＣＴ，减轻患者术后各脏器水肿、
并发症；同时排除体内中小分子炎性介质等有害成

分，减轻炎症反应，达到提高老年体外循环手术的安

全性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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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维生素 Ｃ 促进小鼠胚胎干细胞分化为

心肌细胞的实验研究

许士俊　 穆军升　 张建群　 伯 平

　 　 ［摘要］ 　 目的：利用经典的悬滴培养法形成拟胚体（ＥＢｓ），诱导小鼠胚胎干细胞（ｍＥＳＣｓ）在体外分

化为心肌细胞，观察维生素 Ｃ 作为诱导剂对 ｍＥＳＣｓ 体外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的影响，进而寻找一种高

效、安全的诱导方法。 方法：复苏 ｍＥＳＣｓ，传代培养后，利用悬滴法使 ｍＥＳＣｓ 形成拟胚体，用含 ０ １ｍｇ ／
ｍＬ 维生素 Ｃ 的分化培养基对其进行诱导分化，以不添加任何诱导剂作为对照组，观察出现搏动拟胚体

的时间，搏动拟胚体的数量，计算分化比率，统计搏动频率，并进行免疫荧光染色测定心肌肌钙蛋白 Ｔ
（ｃＴｎＴ）的表达。 结果：小鼠胚胎干细胞可自发分化为心肌细胞，但效率较低，０ １ｍｇ ／ ｍＬ 的维生素 Ｃ 能

明显提高 ｍＥＳＣｓ 分化为心肌细胞的效率，约 ８３ ３％的 ＥＢｓ 出现搏动，显著高于未添加任何诱导剂组，搏
动频率为（８１ ２ ± ７ ８）次 ／分钟。 两组搏动心肌细胞 ｃＴｎＴ 免疫染色阳性。 结论：维生素 Ｃ 能够显著提高

ｍＥＳＣｓ 向心肌细胞分化效率，应用维生素 Ｃ 体外诱导 ｍＥＳＣｓ 向心肌细胞分化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体外诱

导方式。
［关键词］ 　 维生素 Ｃ；小鼠胚胎干细胞；心肌细胞；细胞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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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肌梗死是临床上常见的严重疾病，发病时非

常凶险，预后不良，近远期病死率高。 成熟哺乳动物

的心肌细胞为永久细胞，再生能力有限，因此心肌梗

死后心肌细胞受到严重损伤，无法恢复，严重影响心

脏的泵血功能导致心力衰竭的发生，尽管在药物、介
入以及外科治疗方面获得的巨大进展令人振奋，但
是心力衰竭患者尤其是心功能 ＩＩＩ、ＩＶ 级的患者预后

依然很差。 心脏移植作为终末期心力衰竭的主要治

疗手段因为供体资源匮乏而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

用。 干细胞作为一种特殊的细胞，具有自我更新能

力、多向分化能力、可植入能力及组织修复能力等特

征，既可以通过分裂保持稳定的增殖能力，又可以分

化为不同类型的细胞
［１］。 现今，干细胞领域是研究

的热点和焦点，已经从基础研究扩展到了临床应用

研究，在生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组织损伤性

疾病的治疗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２］。 胚胎干

细胞（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ＥＳＣｓ）作为干细胞领域的

主要种子细胞，具有无限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分化为

三个胚层各种类型细胞的特性。 研究表明 ＥＳＣｓ 可
分化为包括心房肌、心室肌、窦房结、房室结、浦肯野

氏细胞和窦房结样细胞等多种心肌组织细胞
［３］。

目前，已经建立了多种 ＥＳＣｓ 向心肌细胞诱导分化

的体系，其中比较常用的是利用 ＤＭＳＯ 作为诱导剂

进行诱导
［４］，但是 ＤＭＳＯ 对 ＥＳＣｓ 具有一定的毒性，

而且并没有显著提高其向心肌细胞分化的效率。 其

它诱导剂也都存在诱导分化效率低的缺点。 本实验

通过悬滴法形成拟胚体，利用维生素 Ｃ 作为诱导

剂，试图建立一种高效、安全的诱导体系，为将来心

肌组织工程研究和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肌梗死打下坚

实的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干细胞来源　 小鼠胚胎干细胞（ｍＥＳＣｓ）来自

于上海生命科学院 Ｒ１ 干细胞系。
２． 主要试剂　 高糖 ＤＭＥＭ（Ｇｉｂｃｏ）、１％ 的非必

需氨基酸（Ｇｉｂｃｏ）、Ｌ⁃谷氨酰胺（Ｇｉｂｃｏ）、０ １ｍｍｏｌ ／
Ｌβ⁃ 巯基乙醇（Ｇｉｂｃｏ）、青链霉素（Ｇｉｂｃｏ）、丝裂霉素

Ｃ（Ｓｉｇｍａ）、５％血清替代品（ＳＲ，Ｇｉｂｃｏ）、磷酸盐缓冲

液（ＰＢＳ，Ｇｉｂｃｏ）、０ ０５％ 胰酶（Ｇｉｂｃｏ）、明胶、基质胶

（ＢＤ Ｐｈａｒｍｉｎｇｅｎ）
３． 主要仪器 　 低速控温离心机（Ｔｈｅｒｍｏ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ＣＬ１０ ）、高速控温离心机 （ Ｔｈｅｒｍｏ）、液氮罐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电动移液器（Ｔｈｅｒｍ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 ｃ Ｆｉ⁃
ｎｎｐｉｐｅｔｔｅＣ１ ）、 ＣＯ２ 培 养 箱 （ Ｔｈｅｒｍｏ， ＨＥＲＡ ｃｅｌｌ

１５０ｉ）、 冻存管 （ ＮＵＮＣ ）、 ５０ ｍＬ ／ １５ ｍＬ 离心管

（ＮＵＮＣ）、６ ｃｍ ／ １０ ｃｍ 细胞培养皿（ＮＵＮＣ）、６ 孔板 ／
２４ 孔板 ／ ９６ 孔板细胞培养皿（ＮＵＮＣ）、低黏附性培

养皿、超净台、显微镜、水浴锅。
４． 小鼠成纤维细胞的制备、复苏和培养　 将孕

期 １３ ５ 天的昆明白孕鼠拉颈处死，无菌条件下取出

子宫，ＰＢＳ 充分洗涤，将血迹洗去。 剪开子宫和胎

膜，取出胚胎后去其头部和内脏，ＰＢＳ 充分洗涤，将
其剪成 １ｍｍ３

以下的碎块，滤网过滤，将滤过液吸于

离心管中静置 ５ ～ １０ 分钟，吸去上清弃掉，加入 １ｍＬ
含 ０ ２５％胰酶 ＋ ０ ０４％ＥＤＴＡ 溶液，轻轻吹吸，消化

２ 分钟，加入等体积的 ＭＥＦ 培养液（高糖 ＤＭＥＭ，
１０％ ＦＢＳ）终止消化，吹吸后放入离心机中，８００ｒ ／分
钟，离心 ５ 分钟，弃去上清。 计数后以 ５ × １０５ ／ ｍＬ 重

悬于 ＭＥＦ 生长培养基上，３７℃，５％ ＣＯ２ 的细胞培养

箱中培养至 ９０％ 的融合度后传代，当传至第三代

时，用 １０ｕｇ ／ ｍＬ 的丝裂霉素 Ｃ 处理 ２ ５ 小时，吸去

培养基，ＰＢＳ 将残余培养基及死细胞洗净，适量胰酶

消化，８００ｒ ／分钟，离心 ４ 分钟，收集细胞后重悬于培

养基中，计数后以 ５ × １０４ ／ ｍＬ 接种于预先经过

０ １％明胶包被的 １００ｍｍ 培养皿中。 多余的细胞冻

存备用。
５． 小鼠胚胎干细胞的复苏、培养和传代　 从液

氮罐中取出一支冻存的 Ｒ１ 系小鼠胚胎干细胞，浸
入 ３７℃的水浴锅中快速解冻，加入到 ５０ｍＬ 离心管

中 ８００ｒ ／分钟，离心 ４ 分钟，吸弃冻存液，２ｍＬ 干细胞

培养基（高糖 ＤＭＥＭ、１％的非必需氨基酸、１％ Ｌ⁃谷
氨酰胺、１％的青链霉素、０ １％的 β⁃巯基乙醇、１０％
的干细胞胎牛血清、１０００ Ｕ ／ ｍＬ ＬＩＦ）重悬细胞后接

种于预先处理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饲养层上，
３７℃， ５％ＣＯ２ 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隔天更换培养

基。 当细胞团过大或者较密时胰酶消化传代，差速

贴壁法去除 ＭＥＦ，接种于新准备的 ＭＥＦ 饲养层上。
继续培养。

６． 悬滴法形成 ＥＢｓ　 取对数生长的 ｍＥＳＣｓ，胰
酶消化，离心后重悬细胞，细胞计数后用不含 ＬＩＦ 的

分化培养基稀释至 ２ × １０４
个 ／ ｍＬ，以 ２０μＬ 为 １ 滴，

每滴含 ４００ 个细胞，悬滴于 １００ｍｍ 培养皿盖上，皿
中加 １０ｍＬ 盐酸盐缓冲液（ＰＢＳ），培养 ２ ～ ３ 天后形

成 ＥＢｓ，将形成的拟胚体吸出后种植在预先经 ０ １％
明胶处理过的 ２４ 孔板中，每孔 ２ 个，分别用不含维

生素 Ｃ 和含有 ０ １ｍｇ ／ ｍＬ 维生素 Ｃ 的分化培养基培

养细胞，隔天更换培养基，每天观察细胞生长分化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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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ＭＥＦ）生长情况　 Ａ：第一代 ＭＥＦ，贴壁后大小不均，异质性较大　 Ｂ：第 ２ 代 ＭＥＦ，异质性稍小　 Ｃ：第 ３
代 ＭＥＦ，异质性小，且活力较强，作为饲养层细胞　 图 ２　 小鼠胚胎干细胞的生长和拟胚体的形成　 Ａ：小鼠胚胎干细胞生长在经丝

裂霉素 Ｃ 处理的 ＭＥＦ 饲养层上　 Ｂ：拟胚体悬浮在培养基中　 Ｃ：拟胚体贴壁后诱导分化为搏动的心肌细胞

７． 观察指标　 每天在显微镜下观察拟胚体分化

状态，记录拟胚体出现搏动的最初时间和数量，对出

现搏动的区域进行显微录像，记录搏动频率。 根据

出现搏动心肌细胞的拟胚体数与总的拟胚体数的比

率计算诱导效率。 并对诱导分化的心肌细胞进行荧

光染色鉴定。
８． 免疫荧光染色　 拟胚体贴壁诱导 ２１ 天后，小

鼠胚胎干细胞诱导分化为搏动的心肌细胞。 吸出培

养基，ＰＢＳ 充分洗 ３ 遍，用 ４％的多聚甲醛固定细胞

２０ 分钟，吸弃，ＰＢＳ 洗３ 遍，每次５ 分钟（用摇床）。 用

０ 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ＰＢＳ 配置）透化处理细胞 １０ 分钟，
ＰＢＳ 洗 ３ 遍，每次 ５ 分钟。 ５％牛血清蛋白（ＢＳＡ）封
闭 ３０ 分钟，ＰＢＳ 洗 ２ 遍。 加入一抗兔抗小鼠心肌肌

钙蛋白 Ｔ（ｃＴｎＴ，１∶ ２００，ＰＢＳ 稀释）单克隆抗体，４℃过

夜，ＰＢＳ 洗 ３ 遍，每次 ５ 分钟。 加入山羊抗兔荧光二

抗，室温避光孵育 １ 小时，ＰＢＳ 洗 ３ 遍，加入 ＤＡＰＩ，室
温染 ３０ 分钟，ＰＢＳ 洗 ４ 遍，每次 ５ 分钟。 加入封片剂

封片，指甲油固定，在荧光显微镜下读片。
９．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处理。 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

频数（率）表示。

结　 果

１． 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ＭＥＦ）的生长情况 　
ＭＥＦ 在体外培养为贴壁细胞，大小不均，异质性较

大，贴壁后，胞质向外伸出伪足，形成梭形、多边形或

不规则形等形状，中间有卵圆形核。 原代 ＭＥＦ 中杂

细胞较多，往往混杂有一定量的上皮样细胞，影响

ＭＥＦ 的纯度和活度，经传代，第 ３ 代较纯，且活力较

强，我们用第 ３ 代 ＭＥＦ 作为饲养层细胞，如图 １。
２． 小鼠胚胎干细胞的生长和拟胚体的形成　 小

鼠胚胎干细胞呈簇生长，类似球形，立体感强，边缘

整齐，呈簇生长的细胞排列紧密，界限和形态难以分

清。 生长迅速，一般培养三天可以传代，传代后生长

更为迅速。 当克隆长满皿后，胰酶消化后重悬细胞，
悬滴 ３ 天后 ｍＥＳＣｓ 形成拟胚体，将 ＥＢｓ 种植于 ２４

孔板中，如图 ２。
３． ｍＥＳ 细胞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 　 拟胚体贴

壁后，分化的细胞从集落中央向周围部位爬出，逐渐

分化为搏动的心肌细胞。 加维生素 Ｃ 诱导分化组

最早约第 ６ 天出现搏动，不加任何诱导剂组约在第

１０ 天出现搏动。 搏动部位如上图箭头所示，呈片状

搏动，难以分辨单个细胞。 １２ 天后大量的拟胚体出

现搏动区域，诱导 ２１ 天后对搏动部位进行荧光染

色，鉴定心肌细胞 ｃＴｎＴ 的表达，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ｍＥｓ 细胞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　 Ａ：ｍＥＳ 诱导分化为

搏动心肌细胞后鉴定 ｃＴｎＴ 呈红色荧光　 Ｂ：细胞核被 ＤＡＰＩ
染为蓝色　 Ｃ：为 Ａ、Ｂ 两图嵌合为一起

４． 诱导剂对小鼠胚胎干细胞分化为心肌细胞的

影响　 加 ０ １ｍｇ ／ ｍＬ 的维生素 Ｃ 诱导剂组在贴壁分

化第 ６ 天就有拟胚体出现搏动，而未添加任何诱导

剂组直到贴壁的第 １０ 天，才有部分拟胚体出现搏

动。 用含 ０ １ｍｇ ／ ｍＬ 的维生素 Ｃ 的分化培养基诱导

ｍＥＳＣｓ 向心肌细胞分化时，约有 ８３ ３％的 ＥＢｓ 出现

搏动，而不加任何诱导剂组约有 １０ ４％的 ＥＢｓ 出现

搏动。 诱导剂组分化搏动频率与分化效率分布详见

图 ４ ～ ５，搏动频率平均为 ８４ 次 ／分，诱导效率约

为 ８３ ３％ 。

讨　 论

ＥＳＣｓ 是一类来自于桑葚胚或早期胚泡的细胞，
具有体外高度自我更新和定向分化的能力。
Ｄｏｅｔｓｃｈｍａ 等［７］

在 １９８５ 年经过体外实验发现 ＥＳＣｓ
可以自发分化为心肌细胞。 目前，干细胞技术发展

迅速，干细胞领域的一些研究进展让心脏病患者看

到了希望，已经成为心脏再生领域的主力军，大量的

临床试验初步证明其有效性，如何提高向心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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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诱导剂组拟胚体搏动频率分布图，平均搏

动频率为（８１ ２ ± ７ ８）次 ／分

图 ５　 诱导剂组不同诱导时间点对应搏动拟胚

体数的分布图

的分化效率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体外定向诱

导 ＥＳＣｓ 分化为心肌细胞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

ＥＳＣｓ 细胞株、细胞数量、培养基及添加剂等
［８⁃９］。 本

实验采用的是比较常用和稳定的小鼠 Ｒ１ 品系的

ＥＳＣｓ，其在体外可以长期稳定的更新。 用丝裂霉素

Ｃ 处理的小鼠胚胎干细胞作为饲养层细胞，并添加

１ ０００ Ｕ ／ ｍＬ ＬＩＦ 共同保证 ＥＳＣｓ 的全能性，采用悬滴

法形成拟胚体，并分为两组，实验组加入 ０ １ｍｇ ／ ｍＬ
的维生素 Ｃ 作为诱导剂，对照组不添加任何诱导

剂。 实验组在拟胚体贴壁 ６ 天后便出现自发搏动，而
对照组诱导分化后 １０ 天后才出现自发搏动，诱导效

率方面，实验组为 ８３ ３％，显著高于对照组 １０ ４％。
因此加入维生素 Ｃ 作为诱导剂诱导小鼠胚胎干细胞

向心肌细胞分化，大大地提高了分化效率。
研究发现，在 ＥＳＣｓ 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的过

程中，将按照胚胎早期心肌发育的生理机制依次表

达心肌细胞特异性肌小结蛋白：肌联蛋白（Ｔｉｔｉｎ）、ａ⁃
ａｃｔｉｎｉｎ、肌球蛋白重链（ｓａｒｃｏｍｅｒｉｃ，ＭＨＣ）、ａ⁃ａｃｔｉｎ、肌
钙蛋白 （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 和 Ｍ 蛋 白

［１０］。 Ｔａｋａ⁃
ｈａｓｈｉ［１１］的研究发现，维生素 Ｃ 极大的提高了心肌标

志基因 ＧＡＴＡ４，Ｎｋｘ２ ５，ａ⁃ＭＨＣ，Ｂ⁃ＭＨＣ 和 ＡＮＦ 的

表达，且 ＧＡＴＡ⁃４ 和 Ｎｋｘ２ ５ 的表达要早于其它的标

志基因。 Ｂ⁃ＭＨＣ 的表达量在诱导 １０ 天后开始下

降，而 ａ⁃ＭＨＣ 的表达到 １６ 天时趋于稳定。 然而维

生素 Ｃ 提高干细胞向心肌细胞分化的效率的具体

作用机制目前还不清楚，维生素 Ｃ 作为水溶性维生

素，在许多生物反应过程中作为辅因子，并且常常被

用来作为抗氧化剂。 但是，在干细胞分化为心肌细

胞过程中，维生素 Ｃ 的抗氧化作用阻止了干细胞向

心肌细胞的分化，Ｔａｋａｈａ 等［１１］
通过 ＮＡＣ、Ｔｉｒｏｎ 和维

生素 Ｅ 作为诱导剂处理胚胎干细胞证实维生素 Ｃ
促进干细胞分化为心肌细胞并不是通过其抗氧化作

用。 曹楠等
［１２］

研究发现，维生素 Ｃ 是通过促进胶原

形成，激活 ＭＥＫ⁃ＥＲＫ１ ／ ２ 通路，进而促进心脏祖细

胞的增殖的作用来促进 ＥＳ 细胞诱导分化为心肌细

胞的。
综上，我们以维生素 Ｃ 作为化学诱导剂，在体

外诱导小鼠胚胎干细胞向心肌细胞分化，极大的促

进了 ｍＥＳＣｓ 细胞分化为心肌细胞的效率，建立了一

种简单、高效、安全的胚胎干细胞诱导分化为心肌细

胞的实验方法，这为研究心脏疾病、药物筛选以及自

体心脏再生打开了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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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外源性硫化氢对阿霉素心肌病大鼠心肌

纤维化影响的研究

杨锦龙　 刘 欢　 周学锋　 刘洪波

　 　 ［摘要］ 　 目的：本实验以阿霉素 （盐酸多柔比星 ＡＤＲ）诱导的心肌病大鼠为研究对象，探讨外源性

硫化氢（Ｈ２Ｓ）供体硫氢化钠（ＮａＨＳ）是否通过调控转化生长因子 β１（ＴＧＦ⁃β１）的表达，从而减轻心肌纤

维化。 方法：４０ 只，雄性，ＳＤ 大鼠，随机分为四组：①ＡＤＲ 组（ｎ ＝ １２）；②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ｎ ＝ １２）；③
ＮａＨＳ 组（ｎ ＝ ８）；④对照组（ｎ ＝ ８）；药物均腹腔注射，连续用药 １０ 周，用心脏超声心动仪检测大鼠心功

能，用酶联免疫吸附（ＥＬＩＳＡ）法测定大鼠心肌组织中 Ｈ２Ｓ、ＴＧＦ⁃β１ 以及 Ｉ 型和 ＩＩＩ 型胶原的浓度；用实时

荧光定量 ＰＣＲ（ＲＱ⁃ＰＣＲ）检测大鼠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 的表达量。 结果：阿霉素组大鼠心功能较

对照组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β１ 以及 Ｉ 型和 ＩＩＩ 型胶原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增多（Ｐ ＜
０ ０５），另外 Ｈ２Ｓ 浓度较对照组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 补充外源性硫化氢后大鼠心功能明显好转，心肌

组织中 ＴＧＦ⁃β１ 以及 Ｉ 型和 ＩＩＩ 型胶原的表达较阿霉素组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 结论：补充外源性硫化氢

可通过减少 ＴＧＦ⁃β１ 的表达，减轻心肌纤维化，改善大鼠心功能。
［关键词］ 　 硫化氢；阿霉素；心肌纤维化；调控转化生长因子⁃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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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ｓ： ① 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ａｄｒｉａｍｙｅｉｎ， ＡＤＲ， 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ｎ ＝ １２）． ②ＡＤＲ ＋
ＮａＨＳ ｇｒｏｕｐ （ｎ ＝ １２）． ③ＮａＨＳ ｇｒｏｕｐ （ｎ ＝ ８）． ④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ｎ ＝ ８）， Ｄｒｕｇ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ｌ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１０ ｗｅｅｋ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ｅ⁃
ｔｅｃｔ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Ｈ２Ｓ），ＴＧＦ⁃β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ｔｙｐｅ Ｉ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ＩＩＩ ｂｙ ｅｎｚｙｍ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ＥＬＩＳ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ｒａｔ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ｒａ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ＣＲ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Ｑ⁃ＰＣ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
ｓｕｌｔｓ：Ｉｎ ＡＤＲ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ＧＦ⁃β１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ｔｙｐｅ Ｉ ａｎｄ ＩＩ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 ＜ ０ ０５），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Ｈ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 ＜ ０ ０５）．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ＧＦ⁃β１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ｔｙｐｅ Ｉ ａｎｄ ＩＩ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Ｒ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ｔｓ ｂｙ ｒｅ⁃
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ＧＦ⁃β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ＴＧＦ⁃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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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霉素是一种高效的蒽醌类抗肿瘤药物，有明

显的心肌毒性作用。 其对心肌的损伤机制主要为氧

化应激反应导致的心肌纤维化重构
［１］。 心肌纤维

化是多种心脏病的共同病理学基础
［２］，可以导致心

脏长大、心功能减退、心电活动紊乱及猝死等。 调控

转化生长因子（ＴＧＦ⁃β１ ）作为最主要的促纤维化因

子，参与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
ＭＭＰｓ）、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
ｔｅｎｓｉｎ⁃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ＡＳ）、炎症及氧化等过

程的调节，是诸多因素导致心肌纤维化途径中最主

要的多肽之一
［３］。 近年来 Ｈ２Ｓ 在体内外模型的研

究中已经被证实具有心脏保护作用
［４］，它可通过减

轻氧化应激反应抑制心肌纤维化
［５］。 本研究以阿

霉素诱导的心肌病大鼠为实验对象，探讨外源性硫

化氢是否通过调控 ＴＧＦ⁃β１ 的表达，减轻心肌纤维

化。 为抑制心肌纤维化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清洁级雄性 ＳＤ 大鼠 ４０ 只，由成

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提供，许可证编码为

ＳＣＫＹ（川）２００９⁃１２３。 电子天平称取 ７８４ｍｇ ＮａＨＳ，
溶于 １０ ｍＬ 蒸馏水中，分装于 ０ ５ ｍＬ 的 Ｅｐ 管中在⁃
２０℃冰箱储存。 每次使用时溶于 ９ ９ｍＬ 灭菌过的

蒸馏水中，此时 ＮａＨＳ 浓度为 １４μｍｏＬ ／ ｍＬ 并根据大

鼠体质量进行腹腔注射，每次使用一管，用后丢弃。
２． 方法：（１）动物分组及给药方法 ４０ 大鼠随机

分为四组：①ＡＤＲ 组（ ｎ ＝ １２），腹腔注射 ＡＤＲ ２ ５
ｍｇ ／ ｋｇ，１ 次 ／周；②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ｎ ＝ １２），腹腔注

射 ＡＤＲ ２ ５ ｍｇ ／ ｋｇ，１ 次 ／周，并 ＮａＨＳ １４ μｍｏＬ ／ ｋｇ ／
天（在注射 ＡＤＲ 后 １ 小时）。 ③ＮａＨＳ 组（ｎ ＝ ８），予
ＮａＨＳ １４μｍｏＬ ／ ｋｇ ／天。 （４）对照组（ｎ ＝ ８），腹腔注

射等量 ０ ９％氯化钠溶液，１ 次 ／周。 每周检测大鼠

体质量并调整给药剂量，以上剂量参照文献，连续用

药 １０ 周。
（２）大鼠心功能测定：检查前固定大鼠后用弯

剪剪去大鼠胸前毛，采用戊巴比妥钠溶液腹腔注射

麻醉大鼠（注射剂量为 ３５ｍｇ ／ ｋｇ）。 用 ＧＥ Ｖｉｖｉｄ７ ０ 心

脏超声心动仪 １２Ｓ 探头，经大鼠胸骨左心长轴乳头肌

切面测量： 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ＩＶＳ 及 ＬＶＰＷ，每次测量 ３
个心动周期后取平均值。 并根据 Ｔｅｉｃｈｈｏｌｔｚ 矫正公

式
［６］：ＬＶＥＦ ＝［（１００ － Ｙ） × ０ １５］ ＋ Ｙ；Ｙ ＝ ［（ＬＶＥＤＤ２

－ ＬＶＥＳＤ２ ）］ × １００ ／ ＬＶＥＤＤ２； ＬＶＦＳ ＝ （ ＬＶＥＤＤ －
ＬＶＥＳＤ） ×１００ ／ ＬＶＥＤＤ，计算出 ＬＶＥＦ、ＬＶＦＳ。

（３）ＥＬＩＳＡ 法定量检测大鼠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

β１、Ｈ２Ｓ 及 Ｉ 型和 ＩＩＩ 型胶原的浓度：将冻存的大鼠

心肌组织匀浆，用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按照实验要求进行

检测，每个样本设 ３ 个复孔。 根据标准品计算出标

准曲线和直线回归方程，再根据样本的 ＯＤ 值用回

归方程计算出对应的样品浓度，计算每个样本 ３ 个

复孔的浓度的算术平均数为样本的最终浓度。
（４ ） ＲＱ⁃ＰＣＲ 检 测 大 鼠 心 肌 组 织 中 ＴＧＦ⁃

β１ｍＲＮＡ 的相对表达量：首先提取大鼠心肌组织总

ＲＮＡ 并鉴定后行 ＲＱ⁃ＰＣＲ 实验，每个样本均重复 ３
次，取算数均数。 并根据△Ｃｔ ＝ （Ｃｔ 内参基因 － Ｃｔ
目的基因）；△△Ｃｔ ＝ （实验组△Ｃｔ － 对照组参照样

本△Ｃｔ），计算出各样本大鼠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
β１ｍＲＮＡ 的相对表达值 ２（—△△Ｃｔ）。

３． 统计学方法：所有实验资料以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Ｅｘｃｅｌ
软件建立数据库，实验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 计量数

据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多组间比较均采用方差

分析，两两比较用 ＳＮＫ 法（ｑ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大鼠生存情况：阿霉素组大鼠 １０ 周内累计死

亡 ６ 只，其中 ４ 例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１ 例死于麻

醉意外，１ 例不明原因死亡，病死率为 ５０％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大鼠共死亡 ７ 只，其中 ５ 例死于肠坏死，２
例死于麻醉意外；ＮａＨＳ 组累计死亡 ２ 只，１ 例不明

原因死亡，１ 例死于麻醉意外；对照组有 １ 例不明原

因死亡。
２． 大鼠心功能变化：ＡＤＲ 组和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

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ＬＶＥＦ 及 ＬＶＦＳ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 计 学 意 义 （ Ｐ ＜ ０ ０５ ）；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

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 与 ＡＤＲ 组比较明显减小 （ Ｐ ＜
０ ０５），ＬＶＥＦ，ＬＶＦＳ 与 ＡＤＲ 组比较明显改善（Ｐ ＜
０ ０５，表 １）。

３． ＥＬＩＳＡ 结果：（１）大鼠心肌组织中 Ｉ 型和 ＩＩＩ
型胶原蛋白表达的测定 ＡＤＲ 组和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

大鼠心肌组织中 Ｉ 型和 ＩＩＩ 型胶原蛋白的表达与其

他三组比较明显增多（Ｐ ＜ ０ ０５），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
与 ＡＤＲ 组比较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ＮａＨＳ 组，与对

照组比较无明显改变（Ｐ ＞ ０ ０５）。
（２）大鼠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β１ 和 Ｈ２Ｓ 浓度的测

定 ＡＤＲ 组和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大鼠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
β１ 表达与对照组比较明显增多（Ｐ ＜ ０ ０５），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大鼠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β１ 表达与 ＡＤＲ 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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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各组大鼠 ＬＶＥＤＤ、 ＬＶＥＳＤ、ＬＶＥＦ 和 ＬＶＦＳ 的比较（ｘ ± ｓ）
组别 数量 ＬＶＥＤＤ ／ ｍｍ ＬＶＥＳＤ ／ ｍｍ ＬＶＥＦ ／ ％ ＬＶＦＳ ／ ％

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 ７ ６ ２４ ± ０ ５７ ４ ２６ ± ０ ５７ ６０ ５８ ± ４ ２８ ３１ ９９ ± ３ ７０
ＡＤＲ 组 ６ ８ ５５ ± ０ ４２▲ ６ ８７ ± ０ ４３▲ ４５ １６ ± ３ ０５▲ １９ ７１ ± ２ ２６▲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 ５ ７ ６２ ± ０ ５１▲ ５ ７６ ± ０ ３９▲ ５１ ４２ ± ２ ４９▲ ２４ ４１ ± ３ １５▲

ＮａＨＳ 组 ６ ６ ３２ ± ０ ６４ ４ ３３ ± ０ ７３ ６０ ２４ ± ５ ７４ ３１ ７５ ± ４ ９１

注：各组间比较，▲Ｐ ＜ ０ ０５

较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ＡＤＲ 组大鼠心肌组织中 Ｈ２Ｓ
含量与其他三组比较明显减少（Ｐ ＜０ ０５，表 ３）。

４． 各组大鼠心肌组织 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

量的变化：ＡＤＲ 组大鼠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量与其他三组比较明显增多（Ｐ ＜ ０ ０５），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与 ＡＤＲ 组比较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
ＮａＨＳ 组与对照组比较也减少（Ｐ ＜ ０ ０５，表 ４）。

表 ２　 各组大鼠心肌组织 Ｉ 型和 ＩＩＩ 型胶原表达的

变化 （ｘ ± ｓ）

组别 数量 Ｉ 型胶原 ／ （ｍｇ ／ Ｌ） ＩＩＩ 型胶原 ／ （ｍｇ ／ 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 ７ １８ １７ ± ３ ０２ １０ ０６ ± ２ ４８
ＡＤＲ 组 ６ ２９ ５４ ± ４ ５５▲ １６ １２ ± １ ７１▲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 ５ ２２ ９０ ± ３ ２６▲ １２ ９８ ± １ ３１▲

ＮａＨＳ 组 ６ １８ ７２ ± ２ ６８ １０ ４３ ± １ ４６

注：组间相比，▲Ｐ ＜ ０ ０５

表 ３　 各组大鼠心肌组织 ＴＧＦ⁃β１ 和 Ｈ２Ｓ 的浓度的

变化（ｘ ± ｓ）

　 　 　 组别 数量 ＴＧＦ⁃β１ （ｎｇ ／ Ｌ） Ｈ２Ｓ （ｎｇ ／ 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 ７ １０４ ８０ ± １３ ０６ ４０ ９３ ± ３ ７５
ＡＤＲ 组 ６ ２４５ ７３ ± １５ ９６▲ ３１ ２６ ± ４ ５７▲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 ５ １４８ ０５ ± １６ ４２▲ ３９ ８５ ± ３ ０５
ＮａＨＳ 组 ６ ８０ ４６ ± １０ ７９▲ ４１ ２４ ± ３ ５３

注：组间相比，▲Ｐ ＜ ０ ０５

表 ４　 各组大鼠心肌组织 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 相对

表达量的变化（ｘ ± ｓ）

　 　 　 组别 数量 ２ （ － △△ 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 ７ ０ ８８ ± ０ １７
ＡＤＲ 组 ６ ２ ３０ ± ０ ２２▲

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 ５ １ ５１ ± ０ ２０▲

ＮａＨＳ 组 ６ ０ ４８ ± ０ １１▲

注：组间相比，▲Ｐ ＜ ０ ０５

讨　 论

１． 阿霉素心肌病大鼠模型的制备　 阿霉素是一

种高效的蒽醌类抗肿瘤药物，有明显的心肌毒性作

用并与其在动物体内的剂量和时间的累积量成正

比
［７］。 阿霉素对心肌的主要损伤机制为氧化应激

作用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损伤心肌。 其特殊的单电

子还原形式的四环结构，在体内代谢后会形成半醌

自由基，这种超氧自由基具有高度的破坏性，导致心

肌细胞线粒体和肌质网破坏
［８］、心肌细胞钙超载、

跨膜电位紊乱，还可以导致心肌细胞凋亡
［９］。 最终

导致心肌纤维化，类似于扩张型心肌病的病理改

变
［１０］。 本研究发现，阿霉素干预后大鼠心肌组织中

Ｉ 型和 ＩＩＩ 型胶原的沉积明显增多，并出现心肌细胞

排列紊乱、心肌纤维断裂、胞质溶解等变性和坏死等

病理改变。 经心脏彩超证实阿霉素组大鼠出现心腔

扩大、心功能减退，与文献
［１１］

报道相似。 说明本实

验采用腹腔注射阿霉素的方法，成功造成了大鼠心

肌纤维化病变并导致其心功能减退。
２． 硫化氢对阿霉素心肌病大鼠心肌结构和功能

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在阿霉素组大鼠心肌组织中

Ｈ２Ｓ 含量与对照组比较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说明

在阿霉素心肌病心肌纤维化重构的过程中内源性硫

化氢的含量会减少，结果与文献
［１２］

研究报道相似。
这可能与阿霉素会导致一氧化氮合酶（ｅＮＯＳ）的表

达增加有关
［１３］。 ｅＮＯＳ 表达增多直接抑制肌硫醚⁃ｙ⁃

裂解酶（ｃｙｓｔａｔｈｉｏｎｉｎｅ⁃ｙ⁃ｌｙａｓｅ， ＣＳＥ）的活性
［１４］，ＣＳＥ

是哺乳动物产生内源性 Ｈ２Ｓ 的两个裂解酶之一，它
可作为主要途径酶解体内的含硫氨基酸生成 Ｈ２Ｓ。
可见阿霉素可通过诱导大鼠心肌组织中 ｅＮＯＳ 的大

量表达，减少心肌组织中内源性硫化氢含量。 本研

究在阿霉素干预的基础上补充外源性硫化氢后，Ⅰ
型胶原和 ＩＩＩ 型胶原表达较 ＡＤＲ 组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 光镜下观察大鼠心肌细胞排列紊乱，肌纤

维变性、坏死现象明显减少，仅见部分心肌细胞水肿

和空泡变性。 心脏彩超结果提示心功能较阿霉素组

明显改善。 这种结果可能是给予外源性硫化氢后大

鼠心肌组织中强效的单电子化学还原剂—ＨＳ⁃
明显

增多，从而有效的减轻了阿霉素产生的超氧自由

基—半醌自由基对心肌的损伤。 可见补充外源性硫

化氢可显著减轻阿霉素导致的心肌纤维化重构，并
改善大鼠心功能。

３． 硫化氢对阿霉素心肌病大鼠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β１ 表达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阿霉素组大鼠心

０８７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１０



肌组织中 ＴＧＦ⁃β１ 的表达及 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 的相对表

达量与对照组比较明显升高 （Ｐ ＜ ０ ０５）；ＡＤＲ ＋
ＮａＨＳ 组中 ＴＧＦ⁃β１ 的表达及 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 相对表

达量较 ＡＤＲ 组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 可见补充外

源性硫化氢可使阿霉素心肌病大鼠心肌中 ＴＧＦ⁃β１
及 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 的相对表达量明显减少。 这种结

果也可能与阿霉素诱导的氧化应激反应密切相关，
有研究

［１５］
报道氧化应激产生的活性氧簇（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如超氧阴离子（⁃Ｏ２ － ）和羟基

自由基（⁃ＯＨ － ）等可通过 ｐ３８ＭＡＰＫ 途径增加 ＴＧＦ⁃
β１ 在心肌组织的表达并增强其对心肌成纤维细胞

转化的诱导作用。 所以我们推测 Ｈ２Ｓ 在阿霉素心

肌病中可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而减少 ＴＧＦ⁃β１ 在

心肌组织的表达。 另外，在 ＮａＨＳ 组大鼠心肌组织

中 ＴＧＦ⁃β１ 的表达及 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 的相对表达量与

对照组比较也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可见硫化氢还

有可能抑制心肌组织在正常生理条件下 ＴＧＦ⁃β１ 的

表达，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阿霉素可诱导大鼠心肌出现纤维化

病变，在其基础上补充外源性硫化氢后大鼠心功能

明显好转，胶原沉积减少。 同时大鼠心肌组织中

ＴＧＦ⁃β１ 的表达从基因和蛋白两个水平都出现减少。
而 ＴＧＦ⁃β１ 作为最主要的促纤维化因子，在心肌重

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参与了 ＲＡＡＳ 系统、细胞

外基质（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ＥＣＭ）的合成与降解、炎
症和氧化过程的调节，是多种因素导致心肌纤维化

途径中最主要的多肽之一。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外源

性硫化氢通过负调心肌 ＴＧＦ⁃β１ 的表达，减轻阿霉

素诱导的心肌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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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力衰竭患者预后差、病死率高
［１］ 。 尽管心脏移植是终

末期心力衰竭患者治疗的标准措施，但是由于缺乏供体，或
者患者不能存活到有合适供体，使这一治疗受到限制，例如

美国每年需要心脏移植的心力衰竭患者大约是 ５ 万例，但是

心脏供体不足 ２ ０００ 个
［２⁃３］ 。 机械循环辅助装置（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ＣＳ）可辅助或者完全替代心脏功能，能
够使患者安全过渡至心脏移植甚至替代移植，此外在其支

持下还能有助于患者过渡至心力衰竭诱因消失或者心功能

恢复。 经过近 ５０ 多年的发展，各种新型 ＭＣＳ 装置不断涌

现，小型、安装方便及性能可靠的 ＭＣＳ 逐渐进入临床应用，
已逐渐成为挽救严重心力衰竭患者的必要手段。 本文将介

绍 ＭＣＳ 装置的进展及心力衰竭患者置入 ＭＣＳ 临床特征的

演变。
一、 机械循环辅助装置的功能及分类

（一）机械循环辅助装置治疗的目的
［４］ ：

１． 心脏移植前辅助（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ＢＴＴ） ［５］ ：晚期

心力衰竭患者符合心脏移植的标准，在得到合适的供体之

前，采用置入式 ＭＣＳ 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及预防因低心排

出量综合征（低心排）引起的其他脏器功能障碍。

　 　 ２． 永久辅助（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ＤＴ） ［４⁃７］ ：晚期心力衰竭

患者，年龄偏大（ ＞ ７０ 岁）合并多器官障碍，存在心脏移植的

禁忌证。
３． 心脏功能恢复辅助（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ＢＴＲ） ［８］ ：心脏

功能急性损伤后，如急性心肌梗死、爆发型心肌炎、围产期心

肌病甚至有些扩张型心肌病，通过短期的循环辅助心脏能恢

复正常且循环辅助取出后不需要心脏移植（表 １）。
（二）根据功能的不同机械循环辅助装置分类：
短期循环支持和长期循环支持；双心室支持和单心室支

持；搏动性血流泵和持续性血流泵；体外置入泵和体内置

入泵。
１． 短期机械循环辅助装置　 短期 ＭＣＳ 主要用于急性心

源性休克患者。 正性肌力药不能维持心源性休克患者的血

流动力学，短期的 ＭＣＳ 能够改善此类患者重要脏器的灌注，
或者收缩功能低下的患者在进行 ＰＣＩ 手术时

［ ９ ］
和开胸手术

后的低心排患者
［ ８ ］ ，ＭＣＳ 提供循环保障。 经过ＭＣＳ 治疗，一

部分心力衰竭患者心脏功能恢复正常，最终 ＭＣＳ 装置取出，
称为 ＢＴＲ。 短期 ＭＣＳ 多采用经皮置入的辅助装置（图 １ 和

表 ２）。

表 １　 机械循环辅助的治疗目的

目的 定义 患者临床特征

心脏移植前辅助（ＢＴＴ） 晚期心力衰竭患者符合心脏移植的标准，在得到合适的

供体之前，植入血泵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及预防因低心

排引起的其他脏器的功能下降

晚期心力衰竭患者合并其他脏器功能失调或难治性充血

的心力衰竭患者、因血型或配型不合适需要长时间等待

供体的晚期心力衰竭患者、在等待心脏移植过程中渴望

提高生活质量的晚期心力衰竭患者

永久辅助（ＤＴ） 晚期心力衰竭患者符合心脏移植的标准 年龄偏大（ ＞ ７０ 岁）、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心脏移植的

禁忌症

心脏 功 能 恢 复 辅 助

（ＢＴＲ）
心脏功能经急性的损伤后，通过短期的循环辅助能恢复

正常的急性心力衰竭患者，循环辅助取出后不需要心脏

移植的患者

心脏功能可以恢复的患者，如急性心肌梗死、爆发型心肌

炎、围产期心肌病

　 　 （１）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ｉｎｔｒａ⁃ａｏｒｔｉｃ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ｐｕｍｐ，ＩＡＢＰ）
最早的辅助循环方式。 ＩＡＢＰ 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以及操作

简单的优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高危 ＰＣＩ 患者的循环支持。
但是 ＩＡＢＰ 最大的局限性是不能主动辅助心脏。 心输出量增

加依赖自身心脏收缩及稳定的心脏节律，且支持程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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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短期支持经皮的循环辅助装置

表 ２　 循环辅助的选择

项目 ＩＡＢＰ ＥＣＭＯ ＴａｎｄｅｍＨｅａｒｔ Ｉｍｐｅｌｌａ２． ５ Ｉｍｐｅｌｌａ５． ０ 搏动性血流 ＶＡＤ 持续性血流 ＶＡＤ
泵机械原理 气动泵 离心泵 离心泵 轴流泵 轴流泵 气动泵 离心泵 ／轴流泵

植入管道直径 ７． ９Ｆｒ １８⁃２１Ｆｒ 流入道

１５⁃２２Ｆｒ 流出道

２１Ｆｒ 流入道

１５⁃１７Ｆｒ 流出道

１３Ｆｒ ２２Ｆｒ 经胸骨切开 经胸骨切开

插入位置 经股动脉到

降主动脉

２１Ｆｒ 流入道经股

静脉穿间隔到左

心房；１５⁃１７Ｆｒ 流

出道到股动脉

１２Ｆｒ 导管经

股动脉逆行

植入在主动

脉瓣下

２１Ｆｒ 导 管 经

股动 脉 外 科

切开 逆 行 植

入在 主 动 脉

瓣下

最大血流 ０． ５ ～
１． ０Ｌ ／分钟

＞ ４． ５Ｌ ／分钟 ４Ｌ ／分钟 ２． ５Ｌ ／分钟 ５． ０Ｌ ／分钟 ８． ０Ｌ ／分钟 １０． ０Ｌ ／分钟

植入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抗凝 ＋ ＋ ＋ ＋ ＋ ＋ ＋ ＋ ＋ ＋ ＋ ＋ ＋ ＋ ＋ ＋ ＋ ＋
循环支持时间 较长时间使

用可到适当

的临床状态

＜ １４ 天 ＜ １４ 天 ＜ １４ 天 ＜ １４ 天 长时间 长时间

需要稳定的心律 是 否 否 是（有心

功能）
是（有心

功能）
是 是

下肢缺血的危险 ＋ ＋ ＋ ＋ ＋ ＋ ＋ ＋ ＋ ＋ ＋ ＋ ＋
溶血 ＋ ＋ ＋ ＋ ＋ ＋ ＋ ＋ ＋

置入后处理的复

杂性

＋ ＋ ＋ ＋ ＋ ＋ ＋ ＋ ＋ ＋ ＋ ＋

治疗目的 桥到功能

恢复

桥到桥

桥到移植

桥到功能恢复

桥到桥

桥到移植

桥到功能恢复

桥到桥

桥到移植

桥到功能

恢复

桥到桥

桥到移植

桥到功能

恢复

桥到桥

桥到移植

桥到功能恢复

桥到移植

桥到功能恢复

桥到移植

　 　 （２）ＴａｎｄｅｍＨｅａｒｔ（Ｃａｒｄｉａｃ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ｃ，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Ａ，ＵＳＡ）

（图 １，表 ２）是一个驱动血液向单一方向流动的离心泵。

２１Ｆｒ 的导管经房间隔将氧合血液从左心房抽吸出来，再由离

心泵推进至髂动脉进入全身动脉系统。 并发症包括髂动脉

缺血、溶血等。 ＴａｎｄｅｍＨｅａｒｔ 可以作为 ＢＴＴ［ １０ ］
和 ＢＴＲ［ １１ ］ 。

在一项 ４２ 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的随机临床

试验中
［ １２ ］ ，ＴａｎｄｅｍＨｅａｒｔ 与 ＩＡＢＰ 相比，能够提供更好的血流

动力学的支持，且两者病死率与严重并发症并没有区别。

（３）Ｉｍｐｅｌｌａ 　 Ｉｍｐｅｌｌａ２． ５（图 １）提供每分钟 ２． ５Ｌ 的血

流，能迅速经皮插入；Ｉｍｐｅｌｌａ５． ０ 需要经过外科血管切开，但

提供 ５． ０Ｌ ／分钟的血流。 Ｉｍｐｅｌｌａ 头端通过主动脉瓣，直接将

左心室的血泵入升主动脉，使左心室去负荷，降低左心室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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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末室壁压力、肺动脉锲压（ＰＣＷＰ）和心肌氧耗量，同时提

高冠状动脉灌注压及血流。 并发症包括股动脉出血、下肢缺

血和轴流泵导致的溶血。 Ｍｅｔａ 分析
［ １３ ］

将经皮的左心室辅

助装置 Ｉｍｐｅｌｌａ 和 ＴａｎｄｅｍＨｅａｒｔ 与 ＩＡＢＰ，在心源性休克患者

中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进行了比较，发现前两者提供一个

高的心脏指数和平均动脉压及低的 ＰＣＷＰ，在肢体缺血及

病死率，三者没有区别。 但是，欧洲一个注册研究（ Ｉｍｐｅｌｌａ⁃
ＥＵＲＯＳＨＯＣＫ⁃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 １４ ］ ，涉及 １２０ 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

心源性休克患者置入 Ｉｍｐｅｌｌａ２． ５，尽管研究组降低了血浆中

乳酸水平，改善了器官灌注，但是 ３０ 天的病死率仍然较高

（６４． ％ ）。
（４）体外膜肺氧合（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ＥＣＭＯ 图 １）是一种改良的体外循环系统，包括离心泵和氧

合器。 在 Ｖ⁃Ａ 转流方式中，将股静脉血引出经氧合器氧合并

排除二氧化碳后泵入股动脉。 ＥＣＭＯ 可以作为开胸手术后

低心排患者的循环支持
［ １５ ］ 、爆发型心肌炎患者或急性心肌

梗死 合 并 心 源 性 休 克 患 者 的 心 脏 功 能 恢 复 的 支 持

（ＢＴＲ） ［ １６ ⁃ １７ ］ 。
２． 长期 ＭＣＳ 慢性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需要 ＭＣＳ 治疗，

其目的是 ＢＴＴ 或 ＤＴ（图 ２）。 ＢＴＴ 适合等待心脏移植的心力

衰竭患者。 尽管对于这类患者左心室辅助（ＶＡＤ）的支持治

疗已经得到广泛的接受，但是临床上并没有统一的指南来指

导装置植入的时间，因此对于 ＶＡＤ 的治疗，要考虑每个具体

患者的手术风险、等待供体的时间及在等待期间中病死率的

高低。

图 ２　 长期支持 ＭＣＳ 装置进展

表 ３　 开胸患者的循环支持

　 　 项目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ＸＶＥ Ｔｈｏｒａｔｅｃ ＩＶＡＤ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ＩＩ ＨｅａｒｔＷａｒｅ ＨＶＡＤ Ｊａｒｖｉｋ ２０００
制造商 Ｔｈｏｒａｔｅｃ Ｔｈｏｒａｔｅｃ Ｔｈｏｒａｔｅｃ ＨｅａｒｔＷａｒｅ Ｊａｒｖｉｋ Ｈｅａｒｔ
血流特征 搏动性血流 搏动性血流 持续血流（轴流泵） 持续血流（离心泵） 持续血流（离心泵）
置入位置 上腹部 上腹部 上腹部 心包腔内 心包腔内

驱动 电动 气动 电动 电动 电动

重量 １ １５０ｇ ３３９ｇ ２９０ｇ １６０ｇ ９０ｇ
ＦＤＡ 批准 ＢＴＴ，ＤＴ ＢＴＴ ＢＴＴ，ＤＴ ＩＤＥ ＩＤＥ

ＤＴ 适合存在心脏移植禁忌证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ＲＥＭＡＴＣＨ ［ １８ ］

试验 ２ 年的观察，证明 ＶＡＤ 置入组比合理药

物治疗组有明显高的存活率及生活质量改善。 ＦＤＡ 分别于

２００３ 年
［ ４ ］

和 ２０１０ 年
［ ６ ⁃ ７ ］

批准 ＨＭＸＶＥ 和 ＨＭ ＩＩ 作为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的 ＤＴ 治疗。
（１）第一代的左心室辅助装置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ＸＶＥ（Ｔｈｏｒａｔｅｃ

公司）和 Ｎｏｖａｃｏｒ ＬＶＡＤ（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ｒｔ 公司）是最早的第一代置

入性 ＶＡＤｓ。 随后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ＸＶＥ 得到了广泛的临床应用。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ＸＶＥ 是由电驱动的搏动性泵、流入管道和流出管

道组成。 其带有猪瓣膜的流入管道，固定在 ＬＶ 心尖部；流出

管道固定在升主动脉，能产生 １０Ｌ ／分钟单方向的血流。 搏动

性泵置入在上腹腔（图 ２，表 ３）。 由于泵本身体积较大，因此

只适合置入在 ＢＳＡ（体表面积） ＞ １． ８ｍ２
的心力衰竭患者。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ＸＶＥ 装置所有与血液接触的部位均有 “内膜”涂
层，这样就避免了全身抗凝的需要。 目前为止，ＭＣＳ 装置中

只有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ＸＶＥ 有这个特性。 因 ＲＥＭＡＴＣＨ［ １８ ］
试验良

好的临床结果，２００１ 年美国 ＦＤＡ 批准将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ＸＶＥ 作为

心力衰竭患者 ＤＴ 治疗选择。
（２）第二代的左心室辅助装置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ＩＩ（ＨＭ ＩＩ）是第

二代 ＬＶＡＤ 的代表，２００８ 年 ＦＤＡ 批准 ＨＭ ＩＩ 作为 ＢＴＴ 治

疗
［ １９ ］ 。 ＨＭ ＩＩ 是一个电驱动的轴流泵，“叶轮⁃转子”是其仅

有的运动部位，能产生高达 １０Ｌ ／分钟的非搏动持续性的血

流。 一项前瞻性的注册研究
［ ２０ ］

将 １６９ 例置入 ＨＭ ＩＩ 的心力

衰竭患者与 １６９ 例置入第一代 ＬＶＡＤｓ 心力衰竭患者相比。
ＨＭ ＩＩ 组 １２ 个月的存活率是 ８５％ ，而搏动性血流泵组是

７０％ ；９２％的 ＨＭ ＩＩ 心力衰竭患者出院，而搏动性血流泵组

是 ７５％ 。 这一研究结果证明了作为 ＢＴＴ 治疗，持续性血流

泵明显优于搏动性血流泵。 另一项观察性临床研究
［ ２１ ］

证

实，作为 ＤＴ 治疗的晚期心力衰竭患者，尽管持续性血流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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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动性血流泵置入的心力衰竭患者，均明显的改变了生活质

量及心脏功能，但是前者的并发症明显低于后者。 另外一个

第二代 ＬＶＡＤｓ， Ｊａｒｖｉｋ ２０００ 犹如一个 ５ 号电池大小。 目前

Ｊａｒｖｉｋ ２０００ 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中，等待 ＦＤＡ 的批准。
（３）第三代的左心室辅助装置是一个离心泵，其推进器

或转子靠磁悬浮或流体动力悬挂在泵的主体腔内，各个部件

之间没有接触，减少了摩擦，提高了泵的耐久性。 包括 Ｈｅａｒｔ⁃
Ｗａｒｅ、Ｔｅｒｕｍｏ ＤｕｒａＨｅａｒｔ 和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ＩＩＩ （ Ｔｈｏｒａｔｅｃ）。 Ｈｅａｒｔ⁃
Ｗａｒｅ 其作为 ＢＴＴ 治疗

［ ２２ ］
试验已经完成，２０１２ 年 ＦＤＡ 已经

批准 ＨｅａｒｔＷａｒｅ 作为 ＢＴＴ 治疗
［ ２３ ］ ，目前作为 ＤＴ 治疗的试验

正在进行中。 而 Ｔｅｒｕｍｏ ＤｕｒａＨｅａｒｔ 和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ＩＩＩ （ Ｔｈｏｒ⁃
ａｔｅｃ）两个试验均在进行中

［ ２４ ⁃ ２６ ］ 。
（４）全人工心脏（ＴＡＨ）适用于全心力衰竭的晚期患者。

目前全世界共有约 １ ０００ 例心力衰竭患者置入 ＴＡＨ 作为

ＢＴＴ 治疗。 当前 ＦＤＡ 批准的 ＴＡＨ 是 ＣａｒｄｉｏＷｅｓｔＴＡＨ（Ｓｙｎｃａｒ⁃
ｄ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 ＣａｒｄｉｏＷｅｓｔＴＡＨ 是一个气动泵，带有 ４ 个

机械瓣膜及 ２ 个 ７０ｍＬ 的心室腔，能提供 ９． ５Ｌ ／分钟的搏动

性血流。 适合置入 ＢＳＡ〉１． ７ｍ２
的心力衰竭患者

［ ２７ ］ 。 多中心

临床试验
［ ２８ ］ ，８１ 例晚期心力衰竭患者置入 ＣａｒｄｉｏＷｅｓｔＴＡＨ

作为 ＢＴＴ，与另 ３５ 例心力衰竭患者合理的药物治疗相比。
ＣａｒｄｉｏＷｅｓｔＴＡＨ 组存活到心脏移植 ７９％ ，而药物组仅 ４６％ ；
而移植后的存活率 ＣａｒｄｉｏＷｅｓｔＴＡＨ 组明显高于药物组。

二 机械循环辅助患者的选择

（一）械循环辅助装置的临床指征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在药物治疗过程中，临床状态恶化需

要进一步 ＭＣＳ 干预的临床指征（表 ４）。 预示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病情恶化最常见的指标包括：１２ 个月期间 ＞ ２ 次因心功

能急性失代偿需入院治疗、因肾功能恶化或血压偏低不能耐

受 ＡＣＥＩ 药物治疗、因低血压限制 β 受体的使用、最大氧耗量

＜ １４ ｍＬ·ｍｉｎ － １·ｋｇ － １、多数时间 ＮＹＨＡ ＩＶ 级、对双心室同步

化治疗（ＣＲＴ）无反应、６ 分钟步行距离 ＜ ３００ｍ［ ２９⁃３１ ］ 。 其他

高危的临床和化验室特征包括：右心衰竭恶化、继发性肺动

脉高压、利尿剂抵抗且肾功能恶化、持续性低钠血症、高尿酸

血症、心脏恶液质。

表 ４　 启动 ＭＣＳ 治疗程序的临床指标

临床情况不允许停用正性肌力药物，或临床上需要经常使用正性

肌力药物

Ｐｅａｋ ＶＯ２ ＜ １４ ～ １６ ｍＬ·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

１２ 个月内 ＞ ２ 次因为心力衰竭入院

右心力衰竭症状逐渐加重，继发性肺动脉高压

利尿剂抵抗同时肾功能不全逐渐加重

肾功能不全限制 ＡＣＥＩ 的应用

低血压限制 β 受体阻滞剂的应用

休息状态，心功能状态处于 ＮＹＨＡ ＩＶ
Ｓｅａｔｔｌｅ 心力衰竭评分预计 １ 年死亡率 ＞ １５％
６ 分钟步行距离 ＜ ３００ｍ
持续性低钠血症（血钠 ＜ １３４ｍｍｏｌ ／ Ｌ）
难治性的室性心律失常

心性恶液质

西雅图心力衰竭模型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
［ ３２ ］ ，如果西

雅图心力衰竭模型预测心力衰竭患者 １ 年的病死率 ＞ １５％ ，
２ 年的病死率 ＞ ２０％ ，则为高风险患者，需要启动 ＭＣＳ 治疗

的评估
［ ４ ］ 。 对于没有面临立刻死亡的心力衰竭患者，如果

心力衰竭症状严重，ＬＶＡＤ 治疗能明显改善患者的功能状

态。 ＨＭ ＩＩ 的置入能将大多数 ＮＹＨＡ ＩＶ 心力衰竭患者降为

ＮＹＨＡ Ｉ 或 ＩＩ，且提高 ６ 分钟步行距离 ＞ ２００ｍ［ ３３ ］ 。
（二）机械循环辅助装置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特征

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 ３４ ］
记录中将晚期心力衰竭患者的严重度

分为 ７ 个程度（Ｌｅｖｅｌ１⁃７）如表 ５。 第三次 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 ７ ］
年

报总结，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美国 ７０％ ＶＡＤ 置入是

严重的心源性休克（ 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 Ｌｅｖｅｌ１）和正性肌力药物作

用下心脏收缩功能无好转（ 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 Ｌｅｖｅｌ２）的心力衰竭

患者。 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 心力衰竭患者病情的严重度与围术期的

病死率明显相关
［ ３５ ］ 。 由于 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 Ｌｅｖｅｌ１ 心力衰竭患

者置入 ＶＡＤ 后病死率较高，近 ２ 年来，Ｌｅｖｅｌ１ 心力衰竭患者

已逐渐不再考虑 ＬＶＡＤ 治疗
［ ３６ ］ 。 心源性休克患者得到经皮

暂时的循环支持，如果病情有好转趋势可以考虑永久的

ＬＶＡＤ 辅助（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ｂｒｉｄｇｅ）；并且在置入 ＬＶＡＤ 前，如果心

力衰竭患者出现器官衰竭或病情恶化的指征，也不再接受

ＬＶＡＤ 治疗
［ ３６ ］ 。 同样，ＬＶＡＤ 作为 ＤＴ 治疗，心力衰竭患者也

应该是药物治疗稳定，而不是尽管在正性肌力药物或临时辅

助支持下，心功能即将滑向顽固性的低心排状态的患者
［ ３６ ］ 。

传统上，正性肌力药物依赖的心力衰竭患者是 ＭＣＳ 置入的

适应证（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 Ｌｅｖｅｌ２⁃３）。 对于严重心脏收缩功能障

碍的患者，尽管不依赖正性肌力药物，但是在合理的药物治

疗下多数心功能处于 ＮＹＨＡ ＩＶ 状态或最大氧耗量 ＶＯ２ ＜ １４
ｍＬ·ｍｉｎ － １·ｋｇ － １（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 Ｌｅｖｅｌ ４ ～ ５），目前是 ＬＶＡＤ ＤＴ
治疗的适应证（表 ６）。 对于不依赖正性肌力药物的心力衰

竭患者 ＬＶＡＤ 置入的证据也在不断增加。 由 ＮＩＨ ２０１０ 年发

起的 ＲＥＶＩＶＥ⁃ＩＴ （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ｏｔｒｏｐ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试验

［ ３７⁃３８ ］ ，研究 ＬＶＡＤ 在晚期心力衰

竭但不是心脏移植适应证，且没有表现严重的功能受损，如
其他重要脏器功能障碍及心性恶液质等患者中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目前此研究在实施阶段。 另一实验 ＲＯＡＤＭＡＰ，也
在实施中，是前瞻性的非随机的观察研究，ＮＹＨＡ ＩＩＩ ／ ＩＶ 心力

衰竭不依赖正性肌力药物的心力衰竭患者 （ 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
Ｌｅｖｅｌ ４ ～ ６）置入 ＨＭ ＩＩ 作为 ＤＴ 治疗与合理的药物治疗组相

比，有效性和安全性。

表 ５　 ＩＮＴＥＲＭＡＣＳ—晚期心力衰竭患者的严重度
［ ３４ ］

程度 心力衰竭患者临床特征
正性肌力

药物依赖

ＲＥＶＩＶＥ⁃ＩＴ
ＤＴ 研究

１ 正性肌力药物支持下仍处于心源性休克状态 ＋
２ 正性肌力药物支持下，临床症状无好转 ＋
３ 正性肌力药物支持下，临床症状稳定 ＋
４ 心力衰竭症状反复出现，但治疗有效 ＋
５ 活动不能耐受，但休息时舒服，日常生活无明显困难 ＋
６ 活动受限，但能进行轻微的活动 ＋
７ 心功能不全 ＮＹＨＡ ＩＩ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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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ＤＴ 治疗的适应证

特征 要求

装置
ＦＤＡ 批 准 ＤＴ 治 疗 的 装 置 为—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ＸＶＥ 和

ＨｅａｒｔＭａｔｅ ＩＩ

患者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ＮＹＨＡ ＩＶ
不是心脏移植的适应症

合理的药物治疗（ＡＣＥＩ、β 受体）４５ ～ ６０ 天或 ＩＡＢＰ 治疗 １４
天后无反应

ＬＶＥＦ ＜ ２５％ ，严重的功能受限且 ＶＯ２ ＜ １４ｍＬ·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

总之，近 ５０ 年来 ＭＣＳ 的迅猛发展已经改善了

晚期心力衰竭患者的存活率并改善了心力衰竭患者

的生活质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ＭＣＳ 对慢性难

治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有效性。 第一代 ＬＶＡＤ 延长了

晚期心力衰竭不适合心脏移植患者的生存期。 新一

代的 ＬＶＡＤ 改善了临床结果，并且改变了临床上

ＭＣＳ 心力衰竭患者的适用范围。 当然，这些新的装

置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如持续性轴流泵的出

血和血栓问题
［ 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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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柳景华、吕树铮两位教授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冠心病 左主干病变血运

重建策略》一书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正式出版发行。
全书由国内外 ３０ 余位知名的中青年介入专家共同编写完成。 分左主干解剖、左主干病变影像及功能学评价、左主干病变

血运重建技巧、左主干病变血运重建最新临床研究以及左主干病变抗栓治疗五章。 对左主干病变正常解剖、变异、畸形和病

理解剖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对左主干病变的影像学、功能学结合临床实践和最新文献进展进行了深入地分析，阐明影像与功

能互补可以发现假性正常左主干病变，另一方面也可以剔除部分貌似严重左主干病变的病例。 在左主干病变的血运重建方

面，介绍了左主干病变的血运重建策略、左主干病变危险分层、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技巧。 尤其对

左主干病变血运重建时血流动力学支持、新型可吸收支架的应用和复合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的策略与技巧进行了重点论述，
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本书编者收集国内外诸多相关文献资料，对左主干病变血运重建最新临床研究、左主干病变的抗栓治疗进行了全面分析

与总结，结合自身临床工作经验，图文并茂，层次清晰、数易其稿完成这部专著，是从事心血管介入工作医生、研究生、进修医

生和医学院校学生的一部较好的参考工具书，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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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高敏肌钙蛋白检测的最新临床研究进展

乔安邦　 孟 旭　 张海波　 王坚刚　 韩 杰

　 　 ［关键词］ 　 高敏肌钙蛋白；心肌标志物；心肌梗死；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临床预后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１０⁃７８８⁃０４

　 　 心肌肌钙蛋白（ｃＴｎ）是心脏细胞内特有的结构蛋白，心
肌细胞完整性损坏后会有部分 ｃＴｎ 释放入血，外周血液中心

肌肌钙蛋白浓度的升高提示心肌细胞的损坏。 由于心肌梗

死是导致心肌细胞破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心肌肌钙蛋

白血浓度的监测对于心肌梗死的早期发现显得尤为重要。
在心肌肌钙蛋白的诊断方面，众多研究认为其更优于其他心

肌标志物。 有证据显示，即使小量的肌钙蛋白的提升也可能

与不良预后相关
［１］ 。 然而与目前其他大多数检测手段一样，

其最主要的短板在于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最初几个小时内，
当代的肌钙蛋白检测手段无法有效发现 ｃＴｎ 血浓度的提高，
且无法有效监测更低浓度的肌钙蛋白的变化，因而新一代心

肌标志物检测方法的开发与应用迫在眉睫。
一、高敏肌钙蛋白的临床应用现状

最近几年，高敏肌钙蛋白检测（ｈｓ⁃ｃＴｎ）已经在世界各大

临床中心大范围应用，更高的敏感性、更低的检测限，同时检

验精确度的有效提高，使得其具有更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最新研究显示，高敏肌钙蛋白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发现诊

断上具有独特优势
［２］ 。 然而，伴随敏感度的提高，ｈｓ⁃ｃＴｎ 特

异度会相对降低，较高的假阳性率导致不必要的住院率的升

高。 尽管国外上已有针对于此的临床策略，但目前尚未得到

国际社会的统一定论，这将是未来临床应用阶段亟待解决的

问题。
有多中心研究提出，除了在心肌梗死和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的诊断和危险分级方面的应用，ｈｓ⁃ｃＴｎ 检测手段在一系

列心血管事件（例如心房颤动、心力衰竭、急性肺栓塞及心脏

外科围术期等）的危险因素分级和近期、远期预后中将起到

关键作用
［３⁃５］ 。 此外，由于在大多数未患病人群中可以得到

有效检测，高敏肌钙蛋白作为一种全新的心肌标志物检测手

段，将在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高危人群的定期监测、潜在心

脏病的早期发现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高敏肌钙蛋白的临床统计学特性

随着生物科技的进步与检验敏感度水平的提高，最新一

代的肌钙蛋白检验方法———高敏肌钙蛋白检验开始进入人

们的视线，并逐渐应用于临床。 ｈｓ⁃ｃＴｎ 检测是一类检验方法

的总称，其必须满足的条件：①总体不精确度 ＜ １０％ （９９％置

信区间），②在至少 ９０％ 健康人群中可检测到（９９％ 置信区

间）。 与当代检测方法检测同样的血清样本，ｈｓ⁃ｃＴｎ 检验可

以在极低浓度下使得检验的灵敏度和精确度得到大幅度

提高。
ｈｓ⁃ｃＴｎ 检验分析检测极限（ＬｏＤ）为 ｎｇ ／ Ｌ 数量级或者更

低，甚至能测正常人群血清样本中肌钙蛋白的浓度
［６⁃７］ 。 这

将有助于微小心肌损伤及心脏潜在病变的早期发现，并为高

危人群的心肌标志物监测提供了有效手段。 ｈｓ⁃ｃＴｎ 检验浓

度的参考上限（ＵＲＬ）为正常人群第 ９９ 百分位数的肌钙蛋白

浓度，且在该浓度的检测中，具备较高的精确度，即在 ９９ 百

分位数的目标人群变异系数（ＣＶ） ＜ １０％ 。 相对于传统肌钙

蛋白检测，由于高敏实验可以得到大量非患病人群 ｃＴｎ 浓

度，因而第 ９９ 百分位数 ＵＲＬ 的在估算将更加准确。 敏感度

提升的同时，ｈｓ⁃ｃＴｎ 检验相对于传统检验方法可以保证更高

的肌钙蛋白亚型检测的特异度。 相关研究对男性群体和女

性群体分别进行高敏肌钙蛋白的 ＵＲＬｓ 估算证明其性别特异

性，结果表明男性 ＵＲＬ 高于女性，试验方法中包括已经上市

的 Ｒｏｃｈｅ 的 ｈｓ⁃ｃＴｎＴ 和 Ａｂｂｏｔ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的 ｈｓ⁃ｃＴｎＩ，这预示

着性别特异性的 ＵＲＬｓ 可能会被应用于临床。
三、高敏肌钙蛋白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

高敏肌钙蛋白检测的临床分析特性，使得其在心肌梗死

的早期诊断中不仅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和准确性，还可以有效

缩短疾病从症状出现到发现 ｃＴｎ 升高的时间。 在最近的两

项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中，通过对连续的带有明显胸痛症

状且怀疑患有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人群分别应用 ｈｓ⁃ｃＴｎＴ
和传统 ｃＴｎＴ 检测方法进行临床决策分析，结果显示 ｈｓ⁃ｃＴｎＴ
在敏感度、诊断精度、早期发现等方面优于传统肌钙蛋白检

测方法
［８⁃９］ 。 在 Ｋｅｌｌｅｒ 等的研究中，通过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ｃＴｎＩ Ｕｌｔｒａ

高敏检验分别测得患者在发病 ３ 小时内和住院后 ３ 小时的

高敏 ｃＴｎ 值对应 ＡＵＣ 曲线下面积为 ０ ９６、０ ９８，结果均呈阳

性
［８］ 。 Ｒｅｉｃｈｌｉｎ 等，对频发胸痛患者进行了心肌标志物的诊

断分析，与传统肌钙蛋白检测对比，高敏方法表现出在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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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死早期诊断方面的优势
［９］ 。 同样的 Ｍｕｅｌｌｅｒ 等，最新进行

了两种高敏感性肌钙蛋白检测方法大规模临床对比试验，对
连续的患病人群分别应用 Ｒｏｃｈｅ ｈｓ⁃ｃＴｎＴ 检验与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Ｃｅｎｔａｕｒ ｃＴｎＩ Ｕｌｔｒａ 检验对比，Ｒｏｃｈｅ 检验在 ＲＯＣ 分析中优于

Ｃｅｎｔａｕｒ 检验（ｈｓ⁃ｃＴｎＴ ＡＵＣ ＝ ０ ９，ＴｎＩ Ｕｌｔｒａ ＡＵＣ ＝ ０ ９０，Ｐ ＜
０ ００１），且两者均明显优于传统 ｃＴｎ 检测

［１０］ 。
最近几项研究证明，ｈｓ⁃ｃＴｎＴ 浓度与心肌梗死的大小、冠

状动脉病变的范围直接相关，不论是 ＳＴＥＭＩ 患者还是 ＮＳＴＥ⁃
ＭＩ 患者。 该研究小组同时发现，ｈｓ⁃ｃＴｎＩ 与心肌梗死具有同

样的显著相关性（ ｒ ＝ ０ ８６，Ｐ ＜ ０ ００１） ［１１］ 。 该研究结果意味

着，高敏肌钙蛋白检测可以对心肌梗死严重程度做出合理的

估计。 这将为肌钙蛋白对疾病严重程度的判断提供有力

依据。
四、高敏肌钙蛋白对心肌梗死诊断的临床决策

ｃＴｎ 检测阈值及检测极限的降低，使得高敏肌钙蛋白检

测在获得高敏感度的同时降低了对缺血性心肌梗死诊断的

特异度。 由于能够监测到极少量的肌钙蛋白浓度的提升，ｈｓ⁃
ｃＴｎＴ 检验在众多非心肌缺血性疾病环境中可呈阳性结果，
例如心包炎、心肌炎、Ｔａｋｏ⁃ｔｓｕｂｏ 综合征、心房颤动、心力衰

竭、肺栓塞、休克及败血症等。 高假阳性率会直接导致住院

率的升高及医疗资源的浪费，因而更有效更科学的 ｈｓ⁃ｃＴｎ 心

肌梗死诊断的临床决策方案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提高 ｈｓ⁃ｃＴｎ 对 ＭＩ 诊断的特异性，“ｄｅｌｔａ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开始被国际临床中心采纳并不断更新。 其通过 ｃＴｎ 浓度的

多次测定得到浓度的变化值 δ，并分析其对决策的有效性。
然而目前尚无最合理的方案，变化优势指标、ＲＣＶ 最优指标

等在不同中心颇有争议。 且没有研究结论可以通过浓度的

变化对急性慢性疾病加以区分。
１． 相对变化值　 较早期的研究主要使用相对变化 δ 值，

Ｇｉａｎｎｉｔｓｉｓ 等，在 ２０１０ 年，检验了 ｈｓ⁃ｃＴｎ 基线结合 ３ ～ ６ 小时

的变化值 δ 的有效性，通过 ＲＯＣ 曲线分析得出 ３ 小时 δ ＞
１１７％且 ６ 小时 δ ＞ ２４３％ 时，可以使得 ＳＰ 值达到 １００％ ，而
ＳＥ 值在 ６９％ ～７６％之间

［１２］ 。 Ｋｅｌｌｅｒ 等研究发现，以人群 ９９
百分位数浓度为诊断阈值（３０ ｎｇ ／ Ｌ）结合相对 δ 变化值 ３ 小

时≥２５０％作为确诊依据，可以得到 ＳＰ 的升高（９９ ６％ ）且阳

性预测值（ＰＰＶ） （９５ ８％ ）；而单独使用 ９９ｔｈ 诊断阈值作为

依据时，诊断的 ＳＰ ９２ １％ ，ＰＰＶ ７５ １％ 。 此标准同时提升了

ＡＵＣ 面积（０ ９８５ ｖｓ． ０ ９６２） ［１３］ 。 但以上研究中，通过 δ 变

化值提高作为诊断依据的方法，在提高了特异性的同时损失

了敏感度。 ２０１２ 年，ＥＳＣ 指南及其心肌标志物研究小组指

出： ｈｓ⁃ｃＴｎ 基线值低于或者接近 ９９ｔｈ 百分位数浓度时，推荐

使用 ３ 小时相对变化率≥５０％作为诊断依据；ｈｓ⁃ｃＴｎ 基线值

高于 ９９ｔｈ 百分位数浓度时，推荐使用 ３ 小时相对变化率≥
２０％作为诊断依据

［１４⁃１６］ 。
２． 绝对变化值　 最近，新的研究开始关注于 ｃＴｎ 的绝对

变化值 δ。 Ｒｅｉｃｈｌｉｎ 和 Ｍｕｅｌｌｅｒ 等的研究证明，使用 ｃＴｎ 的绝

对变化值作为诊断依据可以得到非常高的诊断精度，尤其是

以接近 ９９ｔｈ 百分位数浓度作为参照。 在使用 ｈｓ⁃ｃＴｎＴ 检验

的研究中，Ｒｅｉｃｈｌｉｎ 等发现，２ 小时绝对变化值 ＞ ０ ００７μｇ ／ Ｌ
使得 ＡＭＩ 诊断的特异度由 ９３％提升至 ９５％ 。 且相较于相对

变化率，绝对变化值作为 ＭＩ 诊断依据有着更好的表现（ＡＵＣ
０ ９５ ｖｓ． ０ ７２，Ｐ ＜ ０ ００１） ［１７］ 。 Ｍｕｅｌｌｅｒ 等的 ｃｏｈｏｒｔ 研究，得出

较为理想的绝对浓度变化 δ 的 ＡＭＩ 决策， ３ ～ ６ 小时 ＡＣＳ 人

群中 δ≥６ ２ｎｇ ／ Ｌ 和全体 ｃｏｈｏｒｔ 研究人群中 δ≥９ ６ｎｇ ／ Ｌ 可以

为 ＡＭＩ 的诊断提供有力证据
［１６］ 。

３． 老年人群阈值　 目前的 ｈｓ⁃ｃＴｎＴ 检验阈值，其参考人

群基本为 ２０ 至 ７０ 岁的健康个体，然而心肌缺血疾病人群绝

大多数为患有多种并发症的老年人，其本身患有的基础病变

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有可能会使 ｃＴｎ 测定值增加，这使得常

规 １４ｎｇ ／ Ｌ 的参考标准存在偏倚。 由 Ｒｅｉｔｅｒ 等发起的多中心

临床研究，包括 ４０６ 例 ＞ ７０ 岁疑似 ＡＭＩ 患者。 研究者发现

对于年龄 ＞ ７０ 岁的老年人群，较为理想的 ｃＴｎ 阈值为 ５４ｎｇ ／
Ｌ（ＳＥ７９％ ，ＳＰ９６％ ，Ｐ ＜ ０ ００１） ［１８］ 。 Ｏｌｉｖｉｅｒｉ 等则在研究中证

明，以 ８６ ８ｎｇ ／ Ｌ 作为诊断阈值可以使参考人群为 ７５ 岁以上

的老年人群的 ＡＭＩ 诊断的假阳性率降低 ９０％ ［１９］ 。 这些数据

提示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ｈｓ⁃ｃＴｎ 在老年人群使用的阈值

问题，针对特定人群的制定的特殊阈值会进一步提高诊断效

率。 目前关于 ｈｓ⁃ｃＴｎ 对 ＡＭＩ 的决策，仍需要更多的大规模

研究和多中心的临床证据来论证其有效性，并使之不断

完善。
五、高敏肌钙蛋白与疾病的预后及临床危险因素分级

１． 老年人群急慢性心力衰竭。 心房尿钠肽、脑钠肽及其

生物学前体等作为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强有力的临床风险预

测指标已经被广泛接受。 有研究发现 ｃＴｎＴ、ｃＴｎＩ 在急慢性

心力衰竭时浓度亦会大幅升高，并与病死率的升高存在相关

性。 Ａｌｅｈａｇｅｎ 等
［２０］

在其研究中指出，除了某些特定的病理

生理学改变可能会使得部分老年群体 ｃＴｎ 呈低血浓度状态

外，ｃＴｎ 在预测大范围心力衰竭人群的心血管源性死亡方面，
具有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一样的可靠性，且在 ＡＳＣ 群体与非 ＡＣＳ
群体中均有其对疾病预后的预测性意义。

２．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 　 Ｗａｌｌｅｎｔｉｎ 等在其研究

中证实，在因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诊住院的老年人群中，
相比于低 ｃＴｎ 浓度的群体（ ＜ １０ｎｇ ／ Ｌ），ｃＴｎ 水平的提升（ ＞
１０ｎｇ ／ Ｌ）与高病死率相关

［２１⁃２２］ 。 Ｏｍｌａｎｄ 等
［２３］

对患有稳定性

冠状动脉疾病的 ３０５ 例患者使用高敏方法进行 ｃＴｎ 浓度的

监测并跟踪随访发现，ｈｓ⁃ｃＴｎ 水平与心力衰竭、心血管性死

亡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２３］ 。

３． 非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心脏疾病　 在其他非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的情况下（例如慢性肺动脉高压、急性肺梗

阻、稳定冠状动脉疾病等），ｃＴｎ 同样具有其危险因素预测意

义。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非 ＡＣＳ 综合征患者血 ｃＴｎ 浓

度的升高可以提示近期、远期的不良预后。 Ｉｒｆａｎ 等报道了

ｈｓ⁃ｃＴｎ 基础测定值与 ３ 年病死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非冠

状动脉原因的胸痛患者当 ｈｓ⁃ｃＴｎＴ ＞ １４ｎｇ ／ Ｌ 时，在后续随访

中由各种原因引起的病死率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危险比

３ ０，Ｐ ＝ ０ ０２）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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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型糖尿病（Ｔ２ＤＭ） 　 Ｔ２ＤＭ 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重

要的危险因素之一。 在 ２ 型糖尿病人群中，绝大多数心血管

疾病相关性死亡的病理基础为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 即

使使用传统低敏感性的肌钙蛋白检验，也可以发现相当大比

例的糖尿病人群中肌钙蛋白水平的升高，ｃＴｎ 也被普遍认为

是 ２ 型糖尿病的危险预测因子。 Ｈａｌｌéｎ 等在 ｃｏｈｏｒｔ 分析中指

出，通过高敏肌钙蛋白检验可以发现 Ｔ２ＤＭ 研究人群中五分

之一的患者 ｃＴｎ 水平高于 ９９ ｔｈ
百分位数浓度值（１４ｎｇ ／ Ｌ） ［２５］ 。

这项研究证实了高敏肌钙蛋白阈值水平与糖尿病及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预后之间的关联性。
５． 败血症与败血症休克　 在败血症及败血症休克的发

病人群中，心功能不全、心肌损伤是普遍存在的并发症，甚至

无心血管病史的患者中也并不少见。 对此类并发症的早期

预测和发现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短期生存率。 几项研究结果

认为，由于有限的敏感性，传统肌钙蛋白检验的 ｃＴｎ 水平并

不能很好地对败血症人群的风险和预后作出有效判断
［２６⁃２７］ 。

Ｒｕｏｋｏｎｅｎ 等
［２８］

的研究中发现，ｈｓ⁃ｃＴｎ 检验可以在所有入组

的败血症患者中监测到肌钙蛋白水平的变化，然而使用传统

检验方法仅有 ６０％的人群可以测得。 这项研究证实，ｈｓ⁃ｃＴｎ
浓度水平与败血症本身及其心血管并发症的严重程度之间

存在关联性，并指出 ｈｓ⁃ｃＴｎ 在在预测败血症及败血症休克的

风险上具有较大的潜力。
目前，在 ｈｓ⁃ｃＴｎ 与其他危险因素预测因子联合应用评估

疾病的预后转归等方面，尚缺乏大规模临床研究数据，但国

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ｈｓ⁃ｃＴｎ 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的联合应用定会

提高缺血性心力衰竭及心血管病死率的预测价值，这将为中

老年群体心血管疾病的定期监测与一级预防带来广阔的

前景
［２９⁃３０］ 。
六、结论与展望

高敏肌钙蛋白检验方法的应用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

窗户，使我们可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以及一种无创的方法来

观察心脏及其病变。 然而我们尚未完全了解窗户后面的一

切，高敏肌钙蛋白在人体中的释放机制、在不同疾病中的特

异性的血浓度的变化、对患者转归预后的解读等还有许多悬

而未决的难题，这需要我们为未来的探索确立正确的方向，
真正使得 ｈｓ⁃ｃＴｎ 检测的临床应用为疾病的早期发现、高危人

群的定期监测、心脏病人群的预后及危险因素分级等提供有

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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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表的规范格式

所谓三线表即由上下 ２ 根反线（粗线）和表头下的 １ 根正线（细线）所构成的表格。
表序与表题　 表序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如表 １、表 ２……。 每个表格应给出表题，表题能增强表格的自明性，有利于读者对

表格信息的快速理解。 表题应简明扼要，居中排印表格之上。
栏目　 表头上的栏目通常应填写该栏的项目名称，当项目是物理量时，除应按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使用拉丁化斜体字

母标明量的名称外，还应使用正体字母给出物理量的单位。 量名称及其符号须符合国家标准，采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用国

际通用符号）。 量的名称与单位之间用斜线“ ／ ”连接。 如长度 １ ／ ｍ，压力 ｐ ／ ｋＰａ…。
表注　 表格传递的某些信息需要注释时，可以在表身加备注栏，备注栏通常放在表格的右端，也可以在表格的底线下面

集中加脚注，如脚注多于 １ 条时，可在被注释的表格部位与脚注采用编号的办法以示区别。 为使表格保持其完整性，应特别注

意的是，表中的所有英文缩写等代号亦应在表注中加以注示。
共同单位　 如果整个表格使用同一类物理量和相同的单位（相同的单位是指包括词头在内的整个单位都一样），则在整

个表格的栏目上和表身上都可省略单位，而把共同单位集中标注在格表上面的右端。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直接标注的特殊项

只能是个别的，而共同用单位只能是 １ 个。

本刊编辑部

１９７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１０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５ １０ ０１３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委首都特色应用研究（Ｚ１５１１００００４０１５１７７）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

疾病研究所 心外科

通信作者：于洋，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心脏外科

的诊断与治疗。 Ｅ⁃ｍａｉｌ：ｓｔａｒ８８０３１２＠ １２６． ｃｏｍ

·综述·

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研究进展

于文渊　 王家阳　 于 洋

　 　 ［关键词］ 　 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冠心病；治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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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冠心病发病率逐年上升，
但由于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术（ ＩＣＳ） 及冠状动脉旁路移置

术（ＣＡＢＧ）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冠心病的治疗，并且技术日

趋成熟，冠心病的病死率已经较从前有了很大下降
［１⁃２］ 。 但

冠心病患者中有 １２％ ～ ３０％ 会呈现弥散性冠状动脉病

变
［３⁃４］ ，这类患者的病死率及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依旧很高，本

文就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病机制、危险因素以及近些年

来的内⁃外科治疗的进展作一总结阐述。
１． 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

就发病机制而言，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同非弥散性冠状

动脉的发生机制并无显著差异。 多项研究表明，弥散性冠状

动脉病变患者多伴有一种或多种合并症或者某些基因表达

水平的显著增高。
（１）２ 型糖尿病与胰岛素指数：Ｂｕｒｋｅ 等

［５］
研究表明，有

糖尿病史者弥散病变的比例高于无糖尿病史者，弥散性病变

患者空腹血糖及餐后 １ 小时、２ 小时、及 ３ 小时血糖均高于非

弥散病变患者，胰岛素指数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同时，
无糖尿病的弥散性病变患者中，伴有胰岛素指数下降以及糖

耐量受损的比例也显著高于胰岛素水平正常者
［６］ 。 所以说

冠心病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和血糖水平与其冠状动脉病变

弥散程度有关，但其具体机制，目前尚未得到系统阐述，可能

是由于糖尿病引起的一系列代谢异常导致
［７⁃８］ 。

（２）血脂异常：已有研究表明，血清脂蛋白 ａ［Ｌｐ（ａ）］和
ＬＤＬ⁃Ｃ 循环免疫复合物（ＬＤＬ⁃ＩＣ）的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的

独立危险因素。 另有研究证实，血清中 Ｌｐ（ａ））和 ＬＤＬ⁃ＩＣ 水

平，与冠状动脉弥散性病变以及其他冠状动脉复杂病变有

关，冠状动脉多支病变组患者 Ｌｐ（ａ）和 ＬＤＬ⁃ＩＣ 水平显著高

于双支病变组患者和单支病变组患者，弥散性病变组 Ｌｐ（ａ）
和 ＬＤＬ⁃ＩＣ 水平高于局限性病变组患者及正常对照组，重度

狭窄组 Ｌｐ（ａ）和 ＬＤＡＬ⁃ＩＣ 水平高于轻度狭窄组患者及正常

对照组
［９⁃１０］ 。 其机制可能为，由于 Ｌｐ（ａ）和 ＬＤＬ⁃ＩＣ 在血管

壁的沉积，并促进胆固醇在富含巨噬细胞的泡沫细胞及脂质

条纹中堆积，促进平滑肌细胞在斑块局部的增殖和迁移

等
［１１］ 。 另外有研究表明弥散性病变者血清中的氧化型 ＬＤＬ

（ｏｘ⁃ＬＤＬ）水平同样与冠状动脉弥散性病变有关
［１２］ 。 究其机

制，可能是血清中高 ｏｘ⁃ＬＤＬ 水平会引起冠状动脉节段性痉

挛，从而加重冠状动脉内皮损伤，最终导致弥散性冠状动脉

病变
［１３］ 。
（３）血清高敏 Ｃ 反应蛋白 ｈｓ⁃ＣＲＰ 和纤维蛋白原（Ｆｉｇ）水

平：早在 １９３０ 年，学者们就发现了人体内的急性期蛋白

ＣＲＰ，后来有进一步发现了高敏 Ｃ 反应蛋白（ ｈｓ⁃ＣＲＰ） ［１４］ 。
Ｔｏｒｚｅｗｓ 等［１５］

研究证实，ｈｓ⁃ＣＲＰ 可以同脂蛋白结合，激活经

典补体途径，产生大量攻击复合物以及终末蛋白 Ｃ５ｂ⁃９，进而

引起一系列内皮损伤。 Ｆｉｇ 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 ｎ 类急性相

血浆糖蛋白，作为凝血因子 Ｉ 在凝血酶作用下转变为纤维蛋

白单体继而交联为纤维蛋白，参予血液凝固。 Ｆｉｇ 也能特异

性与血小板膜糖蛋白Ⅱｂ／Ⅲａ 受体相结合，促进血小板聚

集
［１６］ 。 血管平滑肌细胞与 Ｆｉｇ 和（或）纤维蛋白结合物的黏

附作用是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和血栓形成关键
［１７］ 。 此外，Ｆｉｇ

尚可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迁移，增加胶原合成、内皮素

合成与释放，抑制 ＮＯ 合酶活性；并能增加血管内皮细胞对

单核细胞的趋化活性而参予内皮损伤及炎症过程，共同促进

动脉粥样硬化。 多项研究发现，单支病变患者和多支病变患

者 Ｆｉｇ 水平均高于正常患者和冠状动脉硬化患者，Ｆｉｇ 水平与

冠状动脉病变复杂程度则呈正相关，即 Ｆｉｇ 水平与冠状动脉

狭窄支数和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有关。 另外，同 ｈｓ⁃ＣＲＰ
一样，Ｆｉｇ 也属于急性期蛋白，研究表明人体内 ｈｓ⁃ＣＲＰ 和 Ｆｉｇ
水平存在相关性，并且同其水平可以预测弥散性病变患者的

预后
［１８］ 。
（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ＯＳＡＳ）患者会合并不同程度的

间断性低氧血症，进而使机体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应激状

态下，交感神经兴奋，糖皮质激素、儿茶酚胺以及炎症介质的

分泌会造成包括血糖、血脂在内的多种代谢紊乱，从而造成

血管内皮损伤和炎症反应
［１９］ 。 研究表明，ＯＳＡＳ 和其引起的

低氧血症严重程度和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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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ＯＳＡＳ 可引起高血压，胰岛素抵抗的并发症，进而加重冠

状动脉病变和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２０］ 。

２． 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内科治疗

随着近些年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ＰＣＩ）、冠状动脉旋磨、
球囊扩张以及药物治疗的发展。 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治

疗已经不再是心内科的禁区，多项回顾性研究及临床试验已

经肯定了内科治疗的效果
［２１⁃２３］ 。 但由于弥散性病变的患者

病变程度常常很复杂，心肌缺血严重，所以内科治疗依旧无

法代替外科治疗。
（１）他汀类药物的治疗：近年来，他汀类药物对于血脂水

平的控制以及改善心血管疾病预后方面的功效逐渐得到肯

定
［２４⁃２５］ 。 多项回顾性研究以及临床试验表明，他丁类药物对

于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近期及远期病死率的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６］ 。 究其机制，他丁类可降低 ＬＤＬ、Ｌｐ（ａ）等

血脂水平，延缓冠状动脉病变速度，降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ＡＣＳ）发生率
［２７］ 。 另外，试验表明，瑞舒伐他丁可以降低

人体内 ｈｓ⁃ＣＲＰ 水平，减低冠状动脉内皮损伤程度，有效地改

善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预后。
（２）中成药通心络的治疗：近些年中成药被逐渐引入复

杂性冠状动脉病变的治疗，疗效也得到了肯定。 阜外医院尤

士杰等研究表明，通心络对于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的长

期病死率的下降、左心室舒张末容积（ＬＶＥＤＶ）、左心室射血

分数（ＬＶＥＦ）改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２８］ 。 对于接受了

ＰＣＩ 及 ＣＡＢＧ 后的患者再发心血管事件的概率也有显著下

降。 特别是对于长期病死率的改善要高于短期病死率，对于

长期心功能（ＬＶＥＤＶ 和 ＬＶＥＦ）的改善也高于短期
［２９］ 。 原因

为通心络可促进冠状动脉侧支循环的形成，减缓炎症反应过

程，改善缺血心肌的供血，因此对于患者远期预后改善好于

近期。
（３）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支架治疗：随着近几年长支

架和多种药物洗脱支架的出现，３ 支以下的弥散性冠状动脉

病变已经可以用支架治疗。 就支架的选择而言，金属裸支

架，药物洗脱的长、短支架及多支架，均可用于弥散性冠状动

脉病变的治疗。 但 Ｋｒａｓｕｓｋｉ 等［３０］
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ＰＬＡ

洗脱支架与雷帕霉素洗脱长支架、ＢｉｏＦｒｅｅｄｏｍ 支架及传统紫

杉醇洗脱长支架的效果均好于金属裸支架。 研究早已表明，
ＰＣＩ 术后早期再狭窄是由于血管内皮的弹性回缩以及内皮

细胞的反应性增生，而药物洗脱支架可以已不同药物局部抑

制细胞分裂和炎症反应过程，从而降低再狭窄风险
［３１］ 。 但

目前对于多种不同类型的药物洗脱支架，尚缺乏临床研究或

者荟萃分析来对比互相之间的疗效。 另外，对于弥散性冠状

动脉病变的支架治疗，还存在单支长支架和短支架以及串联

支架等不同方式研究显示，对于多数的弥散性病变，短支架

很难满足治疗需要。 长支架组和串联支架组相比，长支架的

远期通畅率要优于串联支架组
［３２］ 。 但受制于支架材料以及

冠状动脉的复杂走行，支架的长度无法过长，并且对于冠状

动脉 ３ 支以上病变，内科介入治疗就已经不再适用
［３３］ 。 所

以总的来说，内科介入只适用于 ２ 只以下的弥散性冠状动脉

病变，虽然目前的药物洗脱支架的远期通畅率较从前的金属

裸支架有了很大提高，但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多为多支

多处的复杂病变，所以内科介入治疗对于弥散性冠状动脉病

变依然有局限性。
（４）经皮原位冠状静脉搭桥术：经皮原位冠状静脉移植

术（ ＰＩＣＶＡ） 类似于 ＣＡＢＧ。 目前 ＣＡＢＧ 主要使用乳内动脉、
大隐静脉作为血管桥，而 ＰＩＣＶＡ 则就地取材，利用邻近冠状

静脉为血管桥，应用常规及特殊的冠状动脉介入器材，建立

动静脉通路，通过冠状静脉血管桥，使血液逆行灌注缺血心

肌
［３４］ 。 和外科进行的 ＣＡＢＧ 和冠状静脉动脉化相比，ＰＩＣＶＡ

对患者而言副损伤较小，但较一般介入治疗，难度较大，所以

开展较少，尚无有力证据评价其疗效。
（５）冠状动脉旋磨技术：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的冠

状动脉病变情况多复杂且病史长。 冠状动脉管壁长期受到

各种刺激以及损伤，内皮细胞发生化生为成骨细胞样表型，
合成大量钙盐，导致严重的冠状动脉钙化，钙化的冠状动脉

顺应性极差，在介入治疗时，导丝很难通过，支架置入的难度

大，传统的球囊扩张更是疗效甚微，即便是行外科 ＣＡＢＧ 治

疗，钙化的冠状动脉也给吻合带来极大难度
［３５］ 。 冠状动脉

旋磨（ＲＯＴＡ）可以有效地治疗冠状动脉钙化，但旋磨技术操

作难度大，风险高，高速旋转的旋磨头常常带来严重的副损

伤，而且术后再狭窄率高。 近些年，随着旋磨头的技术发展，
冠状动脉旋磨技术已经日益成熟。 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叶慧

明等研究发现，用镶嵌钻石微粒的小旋磨头，可以有效地降

低围术期风险，并且冠状动脉旋磨技术后，冠状动脉顺应性

改善，原本导丝无法通过的地方又可以进行 ＰＣＩ 治疗，ＲＯＴＡ
联合药物洗脱支架置入（ＤＥＳ）治疗弥散性特别是伴有严重

钙化的冠状动脉病变效果好，近期和远期通畅率都有了明显

改善。 对于狭窄程度稍好的患者，冠状动脉旋磨也可以联合

球囊扩张
［３６］ 。 但同样的，冠状动脉旋磨技术同样无法处理

病变长度过大或者多只多段病变。
３． 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外科治疗

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患者病变复杂，多为多只多段病

变，且内科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治疗都有其局限性。 因

此总的来说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还是应以外科治疗为主的

综合治疗。
（１）冠状动脉内膜剥脱：ＣＡＢＧ 术中完成冠状动脉内膜

剥脱． 可以有效地改善弥散性病变患者冠状动脉远端的血

供。 但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手术难度大，术后心肌梗死发生率

高，特别是在非体外循环下完成冠状动脉内膜剥脱，对术者

要求极高。 南京医科大学汪黎明等研究表明，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ＡＢＧ 下行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对心肌供血有显著改善。
顾承雄等研究发现，术中通过低电压电凝去除内膜残余，术
后早期行抗凝治疗可改善术后心肌梗死发生率。 但由于冠

状动脉内膜剥脱对于术者要求过高，并且对已解剖结构以及

走形复杂的患者，内膜剥脱常常失败，因此冠状动脉内膜剥

脱很难大面积开展
［３７］ 。

（２）选择型冠状静脉动脉化（ＣＶＢＧ）：早在 １８９８ 年，Ｐｒａ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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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３８］

就提出了，对于诸如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的难治

性心绞痛，采用经冠状静脉系统逆行灌注血液的手术方式。
但其后多年，随着 ＣＡＢＧ 和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ＰＴＣＡ）的
出现，使得这一术式逐渐被抛弃。 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
ＣＡＢＧ 治疗难治性心绞痛，特别是弥散性病变患者的弊端。
但研究发现，即便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其冠状静

脉系统依然不会受影响，因此，选择型冠状静脉动脉化又被

重新带入人们的视线。 其后多年，各国学者探索了多种

ＣＶＢＧ 的术式，但都存在不同的问题，术后通畅率也并不理

想，究其原因主要是难以找到合适的灌注血流量以及压力。
近几年，北京安贞医院于洋等研究显示，采用非体外循环双

乳内动脉序贯旁路移植加选择性心中静脉动脉化术后，患者

远期通畅率较从前的 ＣＶＢＧ 有了很大改善，并且提出于高风

险的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置术或 ＰＴＣＡ 中，经颈静脉

插入导管，顺序传送至冠状窦及相应缺血区域的冠状静脉

处，通过控制球囊的充气与排气而达到保护心肌缺血的功

能。 但目前尚缺乏大的临床试验来证实其疗效。
３． 展望　 虽然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都在探索对于弥散

性冠状动脉病变有效治疗方法，但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依然

是冠心病治疗中的难点所在。 原因还是患者病变复杂，心肌

缺血严重，各种治疗方法难度均比较大。 综合内⁃外科治疗

来看，药物治疗多为预防性治疗或以提高远期生存率的保守

治疗为主，尚不能做到对因治疗，无论是他汀类亦或是通心

络，对于缺血心肌的血供改善都是有限的。 内科的介入治疗

对于病变支数少，长度小的患者疗效肯定，但无法处理复杂

性病变。 就外科治疗而言，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效果理想，对
于从前容易发生的术后心肌梗死，现在通过手术方式的改

善，发生率也有了很大下降。 但受限于巨大的手术难度，开
展依旧困难。 对于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的病变，冠状静脉系

统的不受累或许可以成为突破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节点。
ＣＶＢＧ 的原理早已提出并得到认可，对于难度小的 ＣＶＢＧ，还
可以通过介入实现。 但目前尚无大的临床试验或者荟萃分

析来肯定其疗效。
总之，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治疗，是以外科治疗为核

心的内外科综合治疗。 多数方法受限于适用范围的局限以

及过高的操作难度。 但国内外专家的创新业提供给我们很

多新的方法，在未来，如果能通过研究进一步肯定其疗效，改
善方法。 相信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治疗可以被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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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甘辉立教授主编的《肺动脉栓塞学》一书，已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其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０９１⁃８００６⁃８，有感兴趣者可在各大书店订购。 全书原价为 ９８ 元人民币。 该书为中文著作，全书 ３１０ 页，附图 ６０
余帧，为有关急性肺动脉栓塞和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内科治疗及外科治疗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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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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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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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的应用现状及展望

王粮山　 顾承雄

　 　 ［关键词］ 　 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临床应用；围术期心肌梗死；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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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的发展，行冠状动脉

移植术（ＣＡＢＧ）的患者病变越来越复杂，其中弥散性冠状动

脉病变（ｄｉｆｆｕｓ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ＣＡＤ）的患者占 １２％ ~

３０％ ［１］ 。 非手术治疗的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预后极差，
１ 年心血管病病死率达 ３０％以上，５ 年生存率不足 ５０％ ［２］ 。
但是，目前常规的冠状动脉移植术因无法实现完全血运重建

疗效欠佳
［２⁃ ３］ 。 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 （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

ｔｏｍ，ＣＥ）提出至今已 ５０ 余年
［４］ ，曾一度被弃用，近年来又成

为了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常规术式，本文将对冠状内膜剥

脱术的背景、应用现状作简要综述。
１９５７ 年 Ｂａｉｌｅｙ 等［５］

首次提出了，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治

疗冠状动脉弥散性病变的概念。 １９５８ 年 Ｌｏｎｇｍｉｒｅ 等
［６］ ，在

直视下成功进行了 ５ 例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并取得了较好

的疗效。 然而，由于术后并发症多和病死率高
［７］ ，许多心脏

外科医生逐渐弃用这种式。 此后，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ＣＡＢＧ 被

提出并迅速成为冠心病手术治疗的金标准
［８］ 。

近年来，得益于外科技术、心肌保护、围术期管理的发

展，ＣＥ 的临床效果得到了很大改观
［９］ 。 同时，由于冠心病患

者逐渐趋于老龄化，往往先行了介入治疗，以及常合并糖尿

病、高脂血症，ＤＣＡＤ 患者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对于行

ＣＡＢＧ 的患者而言，ＣＥ 又显得那么必要。 如今，为了实现复

杂或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的更完全血运重建，外科大夫

倾向于行 ＣＡＢＧ 的同时行 ＣＥ。 ２００６ 年德国 ＣＥ 数量多达 ５
万余例

［１０］ 。
一、临床应用

１． 手术指征　 对于 ＤＣＡＤ 或者钙化严重的患者，传统

的 ＣＡＢＧ 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吻合位置，致使病变分支得不到

足够的血液供应，ＣＥ 能提供可行的吻合位置实现完全血运

重建。 ＣＥ 主要适用于术前血管造影管腔内径 ＜ １ｍｍ，血管

闭塞或者侧支循环少以及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的患者。
Ｓｉｒｉｖｅｌｌａ 等［１１］

认为，如果心肌灌注显像有存活心肌，那么所

有弥散性病变的主干或者，直径 ＞ １． ５ｍｍ 的分支都应行 ＣＥ。
右冠状动脉直径比较大，是 ＣＥ 最常见的靶血管

［１］ 。 最近有

文献报道 ＣＥ 在 ＰＣＩ 术后支架狭窄的应用，Ｆｕｋｕｉ 等［１２］ ，对 １１
例支架再狭窄的患者进行了支架剥脱，随访 １７ 个月，无患者

死亡且症状缓解。
２． 手术方式　 ＣＥ 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 两种方式

的效果相当，都是把血管中的斑块剥离。 封闭式 ＣＥ 即先在

靶血管上沿长轴切一小口，然后分离硬化斑 ４ 块，牵引斑块

随即剥离。 此种方法较为简便且缺血时间短，易于血管重

建，但它的局限性在于斑块剥离不完全及分支斑块的断裂，
特别前降支剥脱的时候，由于对角支和间隔支不在一个平面

上，有可能造成冠状动脉夹层及产生内膜碎片造成远端栓塞

进而导致患者心肌梗死。 Ｋｕｍａｒ 等［１３］ ，改良了常规的封闭式

ＣＥ，用注射器冷 ０． ９％氯化钠液注射到斑块和管壁之间，利
用水的压力将斑块完整的剥离。 相反，开放式 ＣＥ 在直视下

更能完全剥离斑块，并避免内膜皮瓣的形成，如果出现夹层

也能及时处理，但其比较费时，适用于前降支（ＬＡＤ）的弥散

性病变
［１４］ 。 ＣＥ 之后血管重建的方式包括：大隐静脉移植

术，乳内动脉移植术，补片修补术。
３． 临床疗效　 （１）病死率和患病率　 据文献报道，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期间，ＣＥ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早期病死率均较

高
［７］ 。 在最早的研究中，Ｐａｒｓｏｎｎｅｔ 等［７］

报道 ＣＥ 的手术病死

率高达 １５％ 。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随着外科技术和围术期

管理的进步，ＣＥ 有尚可的临床效果。 在一项纳入 ３ ３６９ 例患

者的回顾性研究中，Ｌｉｖｅｓａｙ 等
［１５］

报道，从 １９７０ 至 １９７６ 年到

１９７７ 至 １９８４ 年期间，ＣＥ 术后的早期病死率从 ６． ４％降到了

３． ５％ 。 此外，近 ２０ 年的研究显示 ＣＥ 的手术病死率为 ２％ ~

８． ６％ 。 与此同时，Ｓｈａｐｉｒａ 等［１６］
认为，ＣＥ 并不是 ＣＡＢＧ 后围

术期心肌梗死的独立预测因子，ＣＡＢＧ 同期行 ＣＥ 与单独

ＣＡＢＧ 具有类似的术后病死率和患病率。 Ｔｉｒｕｖｏｉｐａｔｉ 等［１７］
发

现，和 ＣＥ 相比，患者年龄、肾功能不全、糖尿病、左心功能减

退和术后病死率更相关。 至于 ＣＥ 的长期结果，随访研究表

明 ＣＥ 的 ５ 年生存率为 ７１％ ~９０％ 。 一项平均随访时间为 １６
年的单中心队列研究表明 ＣＥ１０ 年生存率为 ７０％ ，１８ 年生存

率为 ４６％ ［１］ 。 围术期心肌梗死是 ＣＥ 术后最主要的并发症，
发生率为 １． ５％ ~１５％ 。 最新的荟萃分析表明和单独 ＣＡＢ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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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附加 ＣＥ 显著增加了术后病死率（ＯＲ ＝ １． ６９，９５％ ＣＩ
１． ４９ ～ １． ９２，），以及围术期心肌梗死发生率（ＯＲ ＝ ２． １０，
９５％ ＣＩ １． ８２ ～ ２． ４３）。

（２）桥血管通畅性　 ＣＥ 术后桥血管早期具有较好的通

畅率，为 ８５％ ~９４％ 。 然而，由于在许多医院血管造影并不是

常规做的，因此评价 ＣＥ 术后桥远期通畅性的影像学资料极

其匮乏。 Ｈａｌｉｍ 等
［１８］

随访 ４３ 个月后发现，内膜剥脱后的血

管通畅率为 ７７％ 。 另外一项研究平均随访了 ７． １ 年，再次的

血管造影表明，内膜剥脱的血管通畅率要比未剥脱血管低

（４０％ ｖｓ． ５８％ ） ［１９］ 。 在这项研究中右冠状动脉是最常见的

剥脱血管（７３ ／ １３２），只有 ５９％ 的患者使用了乳内动脉。 目

前乳内动脉主要用于前降支剥脱后的重建，具体良好的通

畅性。

表 １　 ＣＥ 预后的文献回顾

文献 靶血管 剥脱方式 围术期心肌梗死率 ／ ％ 手术病死率 ／ ％ 远期生存率 ／ ％

Ｍｙｅｒｓ 等［２９］ ＬＡＤ ２２４ 开放 ６． ５ ３． ６
８３． １（５ 年）
４７． ５（１０ 年）

Ｔａｋａｎａｓｈｉ 等［３０］ ＬＡＤ１４８ 开放 １２． ２ ２． ７ —

Ｓｉｒｉｖｅｌｌａ 等［１１］

ＲＣＡ７５８
ＬＡＤ７１４
ＬＣｘ３０４

封闭 ４． ２ ３． ２
８３． ０（５ 年）
７４． ０（１０ 年）

Ｓｕｎｄｔ 等［３１］

ＲＣＡ １００
ＬＡＤ ５２
ＬＣｘ １８

ＲＣＡ 封闭

ＬＡＤ 开放
６ ６

ＲＣＡ ７６． ０（５ 年）
ＬＣＡ ７５． ０（５ 年）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等［３２］

ＲＣＡ １８４
ＬＡＤ ｏｒ ＬＣｘ ８４

Ｄｏｕｂｌｅ４５
Ｔｒｉｐｌｅ ４

封闭 ９５． ０
开放 ５． ０

６ ３． ２ ９０． ０（５ 年）

注：ＬＡＤ：前降支； ＬＣｘ：回旋支； ＲＣＡ：右冠状动脉

（３）心血管事件　 ＣＥ 术后患者同样具有不错的症状缓

解，Ｂｙｒｎｅ 等［２０］
报道心绞痛缓解率 １ 年为 ９０％ ，５ 年为 ８４％ 。

和单独移植相比，ＣＥ 也有相近的 ５ 年心血管事件缓解率

（５８％ ｖｓ． ５２％ ）。 乳内动脉的远期通畅性要比大隐静脉好，
有研究表明 ＣＥ 后用乳内动脉重建血管能比大隐静脉获得更

好的心血管事件缓解率
［ １ ］ 。

４． 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　 近年来国内外

医生越来越倾向于不停跳下冠状动脉移植术 （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ＡＢＧ）治疗冠心病，特别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患者，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ＡＢＧ 避免了体外循环的风险。 ２００３ 年 Ｅｒｙｉｌｍａｚ 等［２１］

报道，
１１ 例射血分数 ＜ ３０％ 的患者在 ｏｆｆ⁃ｐｕｍｐ 下行 ＣＥ，无手术死

亡，术后 １ 年桥通畅率为 ９５． ６％ 。 ２００６ 年 Ｖｏｈｒａ 等
［２２］

回顾

了单中心 １０ 年的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Ｅ，发现早期病死率为 ２． ８５％ ，１０
年生存率为 ７８％ 。 在比较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Ｅ 和 ｏｎ⁃ｐｕｍｐ ＣＥ 的研

究中，Ｈｕｓｓａｉｎ 等
［２３］

发现，两组围术期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２． ３％ ｖｓ． ５． ６％ ，Ｐ ＝ ０． ６４９），另外的两个研究也有类

似的结论
［２４⁃２５］ 。 因此，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ＡＢＧ 联合 ＣＥ 是治疗 ＤＣＡＤ

的有效选择。

５． 封闭式 ＣＥ 和开放式 ＣＥ　 目前关于封闭式 ＣＥ 和开放

式 ＣＥ 比较研究报道较少，Ｎｉｓｈｉ 等［２６］ ，回顾性分析了 １２７ＣＥ
患者，封闭式 ５９ 例，开放式 １１５ 例，两组早期病死率 ２． ９％ 、
６． ８％ ，早期通畅率分别为 ９２． １％ 、８８． ６％ ，５ 年生存率分别

为 ９０． ７％ 、７４． ０％ ，表明开放式 ＣＥ 中期效果较好，远期效果

还有待研究。
二、围术期血栓形成的机制及防治

虽然大量的研究报道 ＣＥ 有尚可的临床预后，但和单独

ＣＡＢＧ 相比 ＣＥ 仍有较高的术后病死率和围术期心肌梗死发

生率如表 １［ １１，２７， ２９ ⁃ ３２ ］ ，因此仍有许多术者不建议行 ＣＥ，关于

ＣＥ 的应用仍存在争议。 术后早期病死率主要与围术期心肌

梗死有关
［２８］ ，而靶血管血栓形成是围术期心肌梗死的直接

原因，如何预防 ＣＥ 术后血栓形成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１． 靶血管血栓形成的机制　 内皮细胞在维持血液凝血

平衡中起关键作用，内膜剥脱后，内皮细胞缺失，内膜下纤维

蛋白原暴露，可激活内源性凝血途径进而形成血栓
［３３］ ，并促

进血小板的黏附。 同时，前列腺环素合成减少，血小板聚集

和粘附加剧，从而导致血栓形成及靶血管堵塞。 内膜剥脱后

表面粗糙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有研究报道粗糙的表面有利

于血小板的激活和聚集，进而促进血栓的形成
［３４］ 。

２． 血栓的预防措施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关于 ＣＥ 术后最

佳抗凝、抗血小板治疗的指南。 大部分中心都是抗血小板、
抗凝联合治疗

［ ３５ ］ 。 Ｊｏｎｊｅｖ 等［３６ ］
在围术期给 ＣＥ 术后患者静

脉注射前列腺环素，显著降低了术后病死率和心梗率。 北京

安贞医院曾对 ２００ 余例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加

内膜剥脱患者术后常规肝素静脉注射和凯时注射液（ Ｌｉ⁃
ｐｏＰＧＥ·）５ ｎ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微量泵入加强抗凝，此后服用拜

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 ３ 个月，有效减少了术后血管再闭塞的

发生，术后围术期心肌梗死率 ３． ０％ ，射血分数明显改善，远
期随访桥血管通畅。

另外促进血管再内皮化也可以减少血栓发生的风险，大

７９７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１０



量的实验证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粒细胞集落刺激

因子（Ｇ ⁃Ｃ Ｓ Ｆ ）、成纤维因子（ ＦＧＦ）等促进血管在内皮化，
但在人体中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光滑的表面能减少血

栓的沉积，目前尚没有研究报道血管腔内的平整化治疗。 近

年来，顾承雄等
［ ３７⁃３８ ］

用电刀平熨 ＣＥ 后冠状动脉内腔，围术

期心肌梗死发生率大大降低，其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研究。
然而，关于预防血栓形成的外科治疗国内外报道甚少。 因

此，寻求有效的外科治疗手段，将会提高 ＣＥ 患者的预后。
三、展望

如今，前往外科手术的冠心病患者血管病变越来越重，
特别弥散性病变的患者，这对外科医生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传统的移植术和介入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实现完全性

血运重建，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在时代的洪流中再次受到了

人们的关注。 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对术者的要求较高，数 １０
年前被报道早期病死率和患病率高，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变，
目前具有尚可的临床效果。 因此，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应该

是心外科大夫治疗冠状动脉弥散性病变的必备技能。 然而，
相对单独的冠状动脉移植，联合内膜剥脱术后围术期病死率

和心肌梗死率大大升高，将来势必要在更大、更发杂的人群

中使用，这一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如何降低患者冠状动脉内

膜剥脱术后的围术期病死率已成为热点问题，内膜剥脱后冠

状动脉腔内的平整化治疗或许会成为突破口，有待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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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４， ７８： １２９９⁃１３０３．

［３７］ 　 方颖， 顾承雄， 韦华， 等． 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合并远端

弥散性硬化患者的血运重建治疗．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２０１０，
２９：４５２⁃４５５．

［３８］ 　 李波， 顾承雄， 李海涛， 等． 序贯桥终末端与细小靶冠状动

脉侧侧和端侧吻合的疗效对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４， ３３：
５３９⁃５４３．

（２０１５⁃０７⁃１７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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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论文中常见统计学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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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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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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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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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的方差分析。
３． 定性资料统计分析方面存在的错误：（１）把 χ２

检验误认为是处理定性资料的万能工具；（２）忽视资料的前提条件而盲

目套用某些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３）盲目套用秩和检验；（４）误用 χ２
检验实现定性资料的相关分析。

４． 简单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方面存在的错误：（１）缺乏专业知识，盲目研究某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依赖关系；（２）不
绘制反映 ２ 个定量变量变化趋势的散布图，盲目进行简单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常因某些异常点的存在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３）常用直线取代 ２ 定量变量之间事实上呈“Ｓ 形或倒 Ｓ 形”的曲线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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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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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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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统计学意义或回归方程中有很多无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就依据这样的回归方程去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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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信号通路调控升主动脉瘤发病

机制的研究进展

李海洋　 姜文剑　 张宏家

　 　 ［关键词］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信号传导通路；升主动脉瘤；发病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１０⁃８００⁃０４

　 　 升主动脉瘤（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Ａ）是指：由于多种原因导

致主动脉壁结构破坏、强度减弱，主动脉壁在血流压力下发

生瘤样扩张或膨出的一种高危性疾病，最终可因主动脉瘤壁

无法承受血流冲击而发生破裂
［１］ 。 目前，主动脉瘤的发病机

制及病理生理学变化过程尚不完全明确，但研究者一致认为

中层血管平滑肌细胞（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ＶＳＭＣｓ）
的变化是胸主动脉瘤发生、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１⁃２］ 。 Ｈｉｐｐｏ⁃
ＹＡＰ 通路是新发现的调控细胞生长的信号通路：Ｈｉｐｐｏ 的命

名源自果蝇 Ｈｉｐｐｏ 激酶的发现，是由多种抑癌基因及一种编

码 ＹＡＰ 蛋白（ｙｅｓ ｋｉｎａ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的候选癌基因 Ｙａｐ
组成

［３］ 。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信号传导通路是动物体内普遍存在的

生理和病理过程的细胞信号机制之一，参与调节细胞增殖和

凋亡。 最新的研究发现，这条通路在转录水平调节参与细胞

增殖与细胞周期调控的基因的转录，从而促进细胞分裂和维

持细胞寿命
［４］ 。

１．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

现有的遗传和生物学研究已经逐步阐明了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的工作模型：哺乳动物中，ＭＳＴ（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ｓｔｅｒｉｌｅ ２０⁃ｌｉｋｅ
ｋｉｎａｓｅ）是一种与 Ｈｉｐｐｏ 激酶互为同源体的激酶，它通过磷酸

化下游的 Ｌａｔｓ 激酶来激活其活性，Ｌａｔｓ 激酶也可以被另外一

个蛋白 Ｍｏｂ１ 激活。 由于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的效应分子 ＹＡＰ
蛋白被磷酸化后，会停留在细胞质中不能进入细胞核，因而

Ｌａｔｓ 激酶可以通过在 Ｓｅｒ⁃１２７ 位点直接磷酸化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使其丧失辅助转录的活性
［５］ 。 这几种蛋白通常被认为

是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的核心成员，各信号之间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
［６］ 。
ＭＳＴ 激酶是哺乳动物体内 Ｈｉｐｐｏ 激酶的同源体，它既能

被原癌基因产物 Ｒａｆ⁃１ 抑制
［７］ ，又能被自身磷酸化和自身的

二聚作用激活
［８］ ，同时它还可以通过磷酸化调控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中其余的核心蛋白，因而在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中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
［３］ 。 ＭＳＴ１ 是 ＭＳＴ 家族参与细胞凋亡最主要

的基因，它被激活后可以进入细胞核，活化促凋亡的转录因

子和组蛋白，促进细胞凋亡，抑制细胞生长和增殖
［９］ 。 最近

的文献报道，在 ＭＳＴ１ 和 ＭＳＴ２ 双重敲除的小鼠中可以诱导

出肝脏增大的表型
［１０］ ，这表明当 ＭＳＴ 表达量下降时，Ｈｉｐｐｏ⁃

ＹＡＰ 通路对细胞凋亡的调控作用减弱，细胞的增殖能力提

高，从而可以出现器官增大的表型。 另外，ＭＳＴ 激酶还能部

分中断肌动蛋白细胞骨架，从而轻度激活某些蛋白激酶来调

控细胞的增殖
［１１］ 。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中，ＭＳＴ 激酶的下游还有一种叫作 Ｌａｔｓ
的激酶，它被 ＭＳＴ 激酶磷酸化可以激活自身的磷酸化循环，
进而不断的被激活

［１２］ 。 Ｌａｔｓ 激酶可以通过在 Ｓｅｒ⁃１２７ 位点

直接磷酸化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使其丧失辅助转录的活

性
［１３］ 。 现有的文献已经阐明 Ｌａｔｓ 激酶的磷酸化需要 ＭＳＴ，

此外无论 Ｌａｔｓ 激酶还是 ＭＳＴ 激酶的表达量下降时，Ｈｉｐｐｏ⁃
ＹＡＰ 通路

下游的 ＹＡＰ 蛋白的磷酸化都是减少的，因此 Ｌａｔｓ 激酶

或者 ＭＳＴ 激酶的缺失都可以导致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的活性

下降
［１４⁃１５］ 。 这些研究都表明，ＭＳＴ 激酶对 ＹＡＰ 蛋白活性的

调控是由 Ｌａｔｓ 激酶介导的
［１４］ 。 因此，Ｌａｔｓ 是通过磷酸化促

使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活性降低的主要激酶。 此外，Ｍｏｂ１ 蛋

白也可以被 ＭＳＴ 激酶磷酸化，并增强 ＭＳＴ 激酶与 Ｌａｔｓ 激酶

的相互作用，从而调控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的活性
［１６］ 。

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是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下游的效应分

子，除了外周血的白细胞以外，其 ｍＲＮＡ 在人体和动物体内

广泛表达
［１７］ 。 ＹＡＰ 基因编码的蛋白是一个转录辅助因子，

可以在转录水平对参与细胞增殖与细胞周期调控的基因进

行调控，从而在促进细胞分裂和维持细胞寿命的过程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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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４］ 。 研究人员最早在体外细胞培养中发现，Ｈｉｐｐｏ⁃

ＹＡＰ 通路可以调控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进入细胞核内发挥作

用的能力：正常情况下，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可以进入细胞核

发挥辅助转录作用，而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上游的 Ｌａｔｓ 激酶在

Ｓｅｒ⁃１２７ 位点对其磷酸化后，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则滞留在细

胞质内，从而失去辅助转录的活性
［５］ 。 最近研究发现在

ｍｓｔ１ 和 ｍｓｔ２ 基因双敲除的小鼠中，由于 Ｌａｔｓ 激酶的活性减

低，因而小鼠体内磷酸化的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的含量减少，
同时 ＹＡＰ 蛋白的总体表达量也随着活性的升高而增多，这
一现象表明依赖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的 ＹＡＰ 不稳态的现象是存

在的
［１０］ 。 ＰＰ１Ａ 等物质的去磷酸化作用同样也可以使转录

辅助因子 ＹＡＰ 的活性受到影响
［１８］ 。 当 ＹＡＰ 基因过表达时，

可以通过提高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的活性来抑制细胞的凋亡

和促进细胞的增殖能力，从而诱导出器官增大的表型。 而在

ｍｓｔ１ 和 ｍｓｔ２ 基因双敲除的小鼠中，由于失去活性的磷酸化

的 ＹＡＰ 大量减少，ＹＡＰ 蛋白的活性显著升高，因而也可以诱

导出与 ＹＡＰ 基因过表达时极为相似的表型
［１０］ 。

２． 血管平滑肌的表型及其各自特点

主动脉壁由三层结构，分别是内、中及外膜，其主要结构

是由细胞外基质和血管平滑肌细胞构成的
［１］ 。 细胞外基质

由弹力纤维、胶原纤维、微纤维和蛋白聚糖等组成，其中胶原

纤维和弹力纤维是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
［１９］ 。 主动脉壁的

ＶＳＭＣｓ 保留着高度的可塑性，其特征在于：当受到环境中的

某种刺激时，ＶＳＭＣｓ 可以在不同的表型之间进行可逆的转

化，而这种转化是通过收缩表型和合成表型标志物表达的变

化来实现
［２０］ 。 一般情况下，ＶＳＭＣｓ 的表型转化是指由收缩

表型的 ＶＳＭＣｓ 向合成表型的 ＶＳＭＣｓ 转化的过程，主要表型

为收缩功能消失， 粗面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等细胞器增多， 合

成和分泌功能增强。 合成表型的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是细胞外基

质中胶原蛋白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的主要来源
［２０⁃２２］ 。 许多心

血管疾病的发病原因都与 ＶＳＭＣｓ 的表型转换相关，如动脉

粥样硬化及 ＰＣＩ 术后再狭窄等
［２０］ 。 而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功能

的改变和主动脉壁细胞外基质的变化是升主动脉瘤发病的

主要原因
［２３］ 。

（１）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收缩表型的特点及标志物 　 收缩表

型是正常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分化成熟的状态， 此表型下 ＶＳＭＣｓ
的体积相对较小，其内含有丰富的肌丝和结构蛋白，可以维

持主动脉动脉壁的正常的收缩功能，同时由于缺少粗面面内

质网和高尔基体等合成细胞器，细胞分裂和合成细胞外基质

的能力较低，对生长因子几乎无反应
［２４］ 。 收缩表型的

ＶＳＭＣｓ 是完全分化或成熟的，很少增殖和收缩，其高表达收

缩蛋白，如能够构建细胞骨架支持 ＶＳＭＣｓ 收缩功能的平滑

肌 α⁃肌动蛋白（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α⁃ａｃｔｉｎ，ＳＭ α⁃ａｃｔｉｎ） ［２５⁃２６］ ，钙
调节蛋白（ｃａｌｐｏｎｉｎ） ［２７］

和平滑肌肌球蛋白重链（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
ｃｌｅ ｍｙｏｓｉｎ ｈｅａｖｙｃｈａｉｎ，ＳＭ⁃ＭＨＣ） ［２８⁃２９］ 。

（２）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合成表型的特点及标志物 　 合成表

型是指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未分化和分化后又回到未分化状态，
此表型下 ＶＳＭＣｓ 的分化程度低或未分化， 呈扁平形， 可见

大量的高尔基复合体、粗面内质网和线粒体等与合成有关的

细胞器， 胞体较大， 能够合成和分泌包括胶原蛋白和基质金

属蛋白酶在内的细胞外基质，而其内的肌丝和结构蛋白含量

少，收缩功能消失，正常情况下，合成型 ＶＳＭＣｓ 仅存在于胚

胎发育中期的血管中
［２４］ 。 ＶＳＭＣｓ 合成表型的标志物特异

性不明显，现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综合 ＶＳＭＣｓ 收缩表型特

异性标志物的表达，以及与 ＶＳＭＣｓ 合成表型功能相关蛋白

的增减情况，来显示 ＶＳＭＣｓ 的合成表型状态。 例如，骨桥蛋

白（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ＯＰＮ） 是一种特异性高表达于合成型细胞的

黏附性糖蛋白，它与 ＳＭ α⁃ａｃｔｉｎ 的表达呈明显的负相关
［２３］ ，

因而 ＯＰＮ 常被用来作为 ＶＳＭＣｓ 合成表型的标志物。 肌球蛋

白重链（ＭＨＣ）主要有 ３ 个亚型，分别为 ＳＭ１、ＳＭ２ 和 Ｓｍｅｍｂ。
在 ＶＳＭＣｓ 的收缩表型中主要表达 ＳＭ１ 和 ＳＭ２ 的 ＭＨＣ 亚

型，而在 ＶＳＭＣｓ 的合成表型中主要表达 Ｓｍｅｍｂ 这个亚型，
因而 Ｓｍｅｍｂ 也被认为是 ＶＳＭＣｓ 合成表型的特标志物

［２８⁃２９］ 。
３． 与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相关的升主动脉瘤的发病机制

由于升主动脉瘤标本的获得以及动物模型的建立存在

难度，因此升主动脉瘤的病因和发病机理尚未被完全阐明，
目前多数结论来自于腹主动脉瘤的研究

［３０⁃３１］ 。 但是由于升

主动脉瘤和腹主动脉瘤在流行病学、胚胎起源、遗传发育学、
基因学、转录表达、血流动力学以及病理学方面存在显著的

差异，因此腹主动脉瘤的病因学研究结果并不能够完全阐明

升主动脉瘤的发病机制
［３２］ 。 传统观点认为，升主动脉瘤是

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感染和创伤等因素造成，或者继发于其

他原因，如先天性心血管畸形，结缔组织疾病和主动脉夹层

等
［１，３３］ 。 近些年来，随着各种实验技术的发展，对于升主动

脉瘤病因学的研究逐渐增多，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升主动

脉瘤的发生是主动脉壁细胞外基质 （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ＣＭ）和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相互作用的结果

［３４⁃３８］ 。 一方面 ＥＣＭ
结构和组成的变化，特别是基质金属蛋白酶等的表达量升高

时，会诱发 ＶＳＭＣｓ 的凋亡，影响主动脉壁的功能以及减少弹

力纤维的产生，进而造成升主动脉的扩张，形成升主动脉瘤

［３４⁃３５］ 。 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氧化应激以及相关基因

表达的改变，主动脉壁受损伤时，ＶＳＭＣｓ 由分化成熟的收缩

表型向增殖表型的转化增多，导致胶原蛋白和基质金属蛋白

酶的合成增加，而这两者都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沉积和弹性

蛋白的降解，因而造成主动脉壁的弹性下降，最终导致升主

动脉瘤的发生
［３６⁃３８］ 。

４． 升主动脉瘤中，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的作用机制

（１）ＭＳＴ 激酶诱导 ＶＳＭＣｓ 凋亡，参与主动脉壁的重塑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实，许多主动脉疾病的发生都与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的凋亡密切相关
［３９⁃４１］ 。 在许多主动脉损伤的动物模

型中，都发现有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的凋亡参与模型的建立
［４２⁃４４］ 。

ＭＳＴ 激酶被激活后可以进入细胞核，活化促凋亡的转录因子

和组蛋白，促进细胞凋亡，抑制细胞生长和增殖
［９］ 。 Ｌａｔｓ 激

酶可以通过在 Ｓｅｒ⁃１２７ 位点直接磷酸化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使其丧失辅助转录的活性

［１３］ ，它被 ＭＳＴ 激酶磷酸化可以激

活自身的磷酸化循环，进而不断的被激活
［１２］ 。 因此，ＭＳＴ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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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和 Ｌａｔｓ 激酶可以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从而放

大凋亡反应。 ＭＳＴ 激酶已经被证实在某些心血管疾病的动

物模型中调控心血管细胞的凋亡，从而发挥重要作用
［４５⁃４６］ 。

此外，ＭＳＴ 激酶也可通过激活它下游的激酶 Ｌａｔｓ 来诱导心血

管细胞的死亡
［４７］ 。

现有的文献报道 ＭＳＴ 激酶可以被某凋亡刺激物，如星

形孢菌素激活，进而诱导 ＳＤ 大鼠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的凋亡，而
在这种凋亡的调控中 ＭＡＰＫｓ 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４８］ 。 而

在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的动脉球囊损伤模型中，ＭＳＴ 激酶的活性同样

可以被激活，随后在大鼠的动脉组织中即可观察到 ＶＳＭＣｓ
的凋亡

［４８］ 。 ＭＳＴ 诱导主动脉 ＶＳＭＣｓ 凋亡可以导致主动脉

壁中层结构的改变，因而可能在升主动脉瘤的发病中发挥

作用。
（２）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诱导 ＶＳＭＣｓ 表型转换，参与主

动脉壁的重构　 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作为 ＭＳＴ 通路的下游效

应分子，可以被 Ｌａｔｓ 磷酸化，从而从细胞核迁移到细胞质中，
失去活性

［４９］ 。 敲除 ＹＡＰ 基因的小鼠的心血管系统的细胞

增殖受到抑制，胚胎在第 １０ ５ 天死亡
［５０］ 。 出生后的 ＹＡＰ 转

基因小鼠的心脏变大，心肌肥厚，这是由于心肌细胞数量的

增多，而不是心肌细胞的增大，这说明 ＹＡＰ 可以通过促进心

肌细胞的增殖导致心肌肥厚
［５１］ 。

主动脉的 ＶＳＭＣｓ 是血管中膜的组成部分，分化成熟的

ＶＳＭＣｓ 为静息状态，即收缩表型，几乎没有增殖能力，高表达

一系列收缩蛋白以维持血管的舒缩性。 但主动脉的 ＶＳＭＣｓ
有着巨大的表型转化潜能。 为应对环境的刺激血管平滑肌

细胞可以由收缩表型转化为合成表型导致主动脉血管重构。
研究表明，在 ＰＤＧＦ⁃ＢＢ 或血管损伤诱导的平滑肌细胞表型

转化中，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的表达增高，同时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表达的增高促进了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降低了平

滑肌特异性收缩表型基因的表达，导致血管平滑肌表型转化

［３７］ 。 而在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的动脉球囊损伤模型中，转录辅助因

子 ＹＡＰ 的活性同样可以被激活，进而促使分化成熟的

ＶＳＭＣｓ 由收缩表型向增殖表型的转化，进而帮助动脉壁的重

塑和修复
［３８］ 。 而当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的表达量升高时，由

收缩表型向增殖表型转化的 ＶＳＭＣｓ 增多，导致胶原蛋白和

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合成增加，而这两者都可以促进胶原蛋白

的沉积和弹性蛋白的降解，主动脉壁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
而可能导致升主动脉瘤的发生。

５． 前景展望　 升主动脉瘤的发生是由于血流动力学变

化，主动脉壁 ＥＣＭ 改变和 ＶＳＭＣｓ 凋亡信号调控共同作用的

结果。 主动脉壁 ＥＣＭ 和 ＶＳＭＣｓ 凋亡信号调控的异常变化

可以导致 ＶＳＭＣｓ 的表型以及主动脉壁中层结构的改变，这
也是升主动脉瘤的发病原因之一。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就在调

控 ＶＳＭＣｓ 的凋亡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阐明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

路在升主动脉瘤发病中的调控机制对于该病的诊疗都有重

大意义。 通过复习相关文献，我们了解到 ＭＳＴ 激酶，Ｌａｔｓ 激
酶，转录辅助因子 ＹＡＰ 等 Ｈｉｐｐｏ⁃ＹＡＰ 通路的成员通过磷酸

化以及相互调节改变自身的活性，调控 ＶＳＭＣｓ 的凋亡和表

型的改变，并在影响升主动脉瘤的发生。 这些发现不仅有助

于我们提高对于升主动脉瘤这类主动脉疾病的诊治能力，更
有助于我们在细胞通路水平上为主动脉疾病寻找新的治疗

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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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心动图负荷试验的研究进展

郭佳妮　 王月丽

　 　 ［关键词］ 　 超声心动图；负荷试验；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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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心动图负荷试验（Ｓｔｒｅｓｓ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是指

用不同的负荷方法，激发心血管系统的反应，观察受检人心

脏室壁运动状况及血流动力学变化，从而评价心肌血流灌注

及左心室的功能的一种技术
［１⁃２］ 。 它有广义和狭义的两层含

义，狭义是指用增加负荷的方法诱发心肌缺血，提高超声心

动图检测冠心病的敏感性；广义是指利用增加负荷的方法，
提高诊断各种心脏疾病的敏感性和评价心脏整体及局部的

功能状况。 负荷试验的方法一般包括运动、药物、精神、过度

通气、心房调搏和冷加压负荷试验。 临床上运动及药物负荷

多见
［１⁃３］ 。 本文将对超声心动图负荷试验在心脏疾病方面

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一、ＳＥ 在临床上常用的方法及特点

１． 运动负荷超声心动图（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ＳＥ）

运动负荷超声心动图包括活动平板运动试验、蹬车运动

负荷、二级梯运动试验、等长握力试验。 目的是用体力活动

的方法增快心率，增加心肌耗氧量，是冠状动脉血流储备耗

竭而诱发心肌缺血，表现为室壁运动异常，此法较药物负荷

的敏感性略高，但不能在运动过程中进行实时超声跟踪检查

是其缺点
［４⁃５］ 。

ＥＳＥ 是最符合人体生理状态的心脏负荷形式，缺陷是对

具有运动系统功能障碍、呼吸系统疾患、全身性疾病患者以

及年老体弱者不实用，且 ＥＳＥ 引起肺通气量增加，影像图像

清晰度。 胸部受到大幅度呼吸运动的影响，也难以保持同一

标准切面的位置，不利于前后比较
［２， ４⁃６］ 。

２． 药物负荷超声心动图试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ｃｈｏ⁃
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ＳＥ）

在药物负荷超声心动图试验发展过程中，人们尝试的药

物包括多巴酚丁胺、多巴胺、阿布他明、双嘧达莫、腺苷及三

磷酸腺苷等。 与运动负荷相比，这些药物简便准确、检查患

者体位稳定、无运动后呼吸幅度增大的干扰，超声图像清晰，
更适宜于体能差，下肢活动不便者。 临床应用中发现有些药

物由于其低阳性率和间接作用（如严重低血压）及副作用太

多（如气短、室速）等因素，现在已经很少使用
［２， ６⁃８］ 。

（１）多巴酚丁胺负荷超声心动图试验（ｄｏｂｕｔａｍｉｎ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ＳＥ）

多巴酚丁胺是一种人工合成儿茶酚胺， 其血浆半衰期

很短，只有 ２ 分钟左右。 它主要通过兴奋 β１、β２、α１ 等肾上

腺素能受体发挥作用
［９⁃１１］ 。 研究证实，小剂量多巴酚丁胺主

要作用于 β１ 受体，具有显著的正性肌力作用；大剂量多巴酚

丁胺刺激 β２、α１ 受体，增加心肌收缩力和心率，使心肌耗氧

量增加，从而诱发心肌缺血
［［ １１⁃１３］ 。

正常情况下，同时兴奋的 β２ 受体的扩血管作用与之相

抵消。 然而，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时，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和

增强的 α 肾上腺素能紧张性导致多巴酚丁胺兴奋 β２ 受体的

血管舒张功能减弱
［９⁃１０］ 。 逐步增加多巴酚丁胺的剂量，能够

获得与运动负荷相似的结果，受试者的心率和动脉血压显著

增加，使心肌供氧与需求失衡，产生窃血现象， 从而导致节

段室壁运动异常。
该药物尽管会造成少数患者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头痛、

胸痛及气促等不良反应，严重会导致心律失常。 但是这种检

测方法具有无创、方便、廉价、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的优

点，已经成为较为广泛的心血管诊断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

冠心病的诊断和评价
［３， １４］ ，也逐渐用于瓣膜病的临床诊断、

治疗方式选择及预后评价
［６， １５⁃ １６］ 。

（２）腺苷负荷超声心动图试验（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ｃｈｏｃａｒ⁃
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Ｅ）

腺苷是血管 Ａ２ 受体的激动剂，是很强的血管扩张

剂
［１７⁃ １９］ 。 其主要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增加正常血管血流量，

一方面可直接促使本身缺血区血流量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

也可通过引起狭窄近段与远端的压力差增大，共同造成病变

区心内膜和心外膜的 纵 向 窃 血， 最 终 增 加 室 壁 运 动

异常
［１８⁃２０］ 。
尽管 ＡＳＥ 还没有常规用于临床，很多研究表明诊其断冠

心病的敏感性低于 ＤＳＥ。 但是，近来 Ｘｉｎｇ 等通过围心肌梗死

期的狗进行实时心肌对比造影分别结合腺苷及多巴酚丁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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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超声心动图试验，发现二者的诊断能力相当
［２１］ 。 且腺

苷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优于多巴酚丁胺。 另外，近年来人们逐

渐将腺苷的扩血管作用应用于冠状动脉血流储备（ｃｏｍｎａｒｙ⁃
ｆｌｏｗ ｒｅｓｅｒｖｅ，ＣＦＲ）和冠状动脉窃血（冠状动脉血流速度储备

＜ １）的研究。 静息时应用冠状动脉血流成像技术可测得静

息状态峰值速度，注射腺苷后，冠状动脉阻力血管的扩张致

而血流量增加，测量冠状动脉最大充血时峰值速度，从而得

到 ＣＦＲ［２０， ２２⁃２３］ 。
虽然腺苷是最强的冠状动脉扩张剂之一，但其峰值作用

时间极短（约 １０ｓ），要求采用中、大静脉滴注维持，相对复

杂。 并且临床上使用该药物，价格较贵，增加患者负担
［２４］ 。

（３）三磷酸腺苷负荷超声心动图试验（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ｔｒｉ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Ｅ）

ＡＴＰ 是临床上的一种常用药，价格低廉，较常用于心肌

营养及终止心律失常等，通常经冠状动脉及静脉给药。 而且

ＡＴＰ 半衰期较长，因而其达峰时间和作用时间比腺苷常，扩
张冠状动脉微循环时间更长

［２４⁃２６］ 。
研究表明，静脉泵入 ＡＴＰ 测得血流储备值与静脉泵入腺

苷测得 ＦＦＲ 具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因此外周静脉泵入 ＡＴＰ
与肘静脉泵入腺苷具有相同的作用，可以用于 ＣＦＲ 值的测

定
［２６］ 。 ＡＴＰ 的不良反应一般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血压下降、

心率增加及类似心绞痛的胸痛，但较腺苷均轻，可在 ３０⁃６０ｓ
左右停止，患者易于接受

［２０， ２６⁃２７］ 。
二、超声心动图试验在临床上的应用

ＳＥ 检查不仅用于冠心病的诊断，近年来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心脏移植、心脏瓣膜病及先天性心脏病和心肌病

中［ ２８⁃２９］ 。
１． 超声心动图试验在冠心病方面的应用

冠心病是目前引起死亡最主要的疾病之一。 ＳＥ 可以通

过分析节段性收缩功能指标和左心室整体收缩功能指标的

变化，达到准确评估 ＣＡＤ 和心肌缺血，特别是对隐匿性缺血

的早期检出的目的
［２， １８， ３０］ 。

通常 ＳＥ 检查多优先选择跑步机和仰卧位蹬车的运动负

荷方法，以其能够准确评估患者预后。 最近，Ｆｉｎｅ 等
［３１

对 ７
２３６ 例经跑步机运动负荷试验代谢当量超过 １０ 的患者进行

分析后发现，ＳＥ 诊断冠心病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

表明仅有 １２％的患者在运动负荷时有缺血性室壁运动异常

的表现
］ 。

而对于运动障碍或不推荐行 ＥＳＥ 的患者，评估室壁运动

的首选药物多为多巴酚丁胺或双嘧达莫。 早前就有报道指

出 ＤＳＥ 诊断多支血管病变的敏感性较单支血管病变的敏感

性高，分别为 １００％和 ８１％ ，并认为该方法诊断冠心病不但

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有关而且还与病变的形态有关，对复杂

病变的诊断敏感性明显高于简单病变（８３％比 ５５％ ） ［３２⁃３３］ 。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扩展 ＳＥ

在冠心病领域中的应用。 邓文斌等
［３０］

对 ２８ 例临床可疑冠

心病患者行大剂量 ＤＳＥ 结合应变率成像技术，以心内膜下心

肌纵向收缩期峰值应变为主要检测指标，可定量评价心肌收

缩的微小变化，对隐匿性缺血的检出提供了无创的新方法。
Ｃｏｒｔｉｇｉａｎｉ 等［１４］

学者用 ＳＥ 评价了 ６ ２１４ 例高血压和 ５ ３２８ 例

非高血压的预后影响。 这些患者都通过 ＳＥ 诊断有无合并冠

心病。 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合并冠心病或可以冠心病时，
更易诱导临床缺血和左心室功能的改变。

特别是针对日益发展的心脏移植领域，国际心肺移植指

南
［３４］

最近指出，ＳＥ 可用来评估无法进行侵入性检查的心脏

移植术后患者的血管病变同时，Ｂｏｍｂａｒｄｉｎｉ 等［３５］
一项针对

３９ 例脑死亡心脏供体的多巴酚丁胺 ／双嘧达莫负荷试验研究

指出，药物 ＳＥ 有望成为辅助选择心脏移植供体的有效检查。
药物负荷超声心动图血管扩张剂或多巴酚丁胺能够评

价 ＣＦＲ。 ＣＦＲ 是指冠状动脉处于最大扩张状态下冠状动脉

血流量与基础状态下冠状动脉血流量的比值，它反映了冠状

动脉循环潜在的供血能力。 ＳＥ 通常用来评价左前降支

（ＬＡＤ）冠状动脉，类似于经有创性的血管造影技术获得的血

流储备分数（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ｏｗ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ＦＦＲ）评估。
早前 Ｒｉｇｏ 等［３６］

通过 ＳＥ 与多普勒超声评估糖尿病和非

糖尿病患者的冠状动脉血流储备，≤２ ０ 考虑异常。 提示 ＳＥ
能筛选出其合并或可疑冠心病，并评估预后。 近年，Ｆｏｒｔｅ
等

［３７］
纳入 ３３ 例低危冠心病患者在 ＤＳＥ 下评估冠状动脉血

流储备关系，证实使用多巴酚丁胺测定患者 ＬＡＤ 的冠状动

脉 ＣＦＲ 具有高度可行性，可间接反映冠状动脉病变的程度。
Ｃｏｒｔｉｇｉａｎｉ 等［３８］

学者通过一项前瞻性，多中心性 ４ ３１３ 例

已知或可疑的 ＣＡＤ 患者的观察研究，行 ＳＥ 下中远端 ＬＡＤ 评

估，发现激发条件下 ＣＦＲ≤２ 是病死率的独立预测指标。
Ｇａｉｂａｚｚｉ 等［３９］

通过分析一项纳入 ７１８ 例患者的队列研究发

现，血管扩张剂 ＳＥ 下 ＬＡＤ 的 ＣＦＲ 和心肌灌注评价可增加对

患者心脏事件发生的预测能力。 然而，由于 ＬＡＤ 的 ＣＦＲ 操

作过程复杂性及检测部位局限性，目前尚难以用于大人群患

者的研究中
［４０］ 。

新近研究显示，有学者
［４１］

利用 ＤＳＥ 检出室壁运动异常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完成了对心脏再同步化治疗效果的

评估。
２． 超声心动图试验在先心病方面的应用

近年报道 ＳＥ 在先心病方面的研究较少。 早在 ２００６ 年，
美国心脏病学会 ／美国心脏协会心脏瓣膜病治疗指南

［４２］
有

关儿童先天性心脏瓣膜疾病处理纲要就指出，儿童 ＳＥ 检查

是儿科心脏病学培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目前 ＳＥ 正逐渐应用于川崎病患者的冠状动脉，大动脉

转位矫正术后患者解剖右心室的收缩储备，主动脉狭窄及单

纯主动脉下狭窄等先心病的评估中
［５， ２５， ４３⁃ ４４］ 。

近年，ＶａｎＤｅ 等
［４５］

通过 ＥＳＥ 的肺血管阻力评价继发孔

房缺。 该研究表明，左向右分流者的肺动脉压血流斜率越来

越高，肺血管总阻力从基础状态到高负荷状态都无变化；右
向左分流者肺动脉压血流斜率越来越高，肺血管总阻力从基

础状态到高负荷状态递减。
３． 超声心动图试验在心肌病方面的应用

２０１１ 年 ＡＣＣＦ ／ ＡＨＡ 肥厚型心肌病（ＨＣＭ）的诊断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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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指南
［４６］

明确指定 ＳＥ 检查作为 ＩＩ ａ 类推荐，用于检测并定

量评估静息状态下左心室流出道峰值压差达到 ５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证据级别 Ｂ）的患者的左心室流出道

梗阻情况，并规定无论是在静息状态还是激发状态下当患者

左心室流出道压差≥５０ｍｍＨｇ 时，如果无法用药物控制临床

症状，应当行外科手术干预或经皮化学消融术。 近年，Ｐｅｔｅｉｒｏ
等

［４７］
通过对 ２３９ 例 ＨＣＭ 患者随访前 ＥＳＥ 结果及随访（４ １

± ２ ６）年后的心脏事件发生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左心室壁厚

度，静息室壁运动异常，运动状态下代谢当量，以及 ＥＳＥ 下室

壁运动指数的改变均与终点事件（包括心源性死亡，心力衰

竭住院治疗，心脏移植，脑卒中，心肌梗死以及除颤治疗）具
有独立相关性，并明确指出特定的 ＥＳＥ 左心室功能评估有助

于对 ＨＣＭ 患者进行危险分级。
２０１２ 年，欧洲心力衰竭指南

［４８］
指出，对射血分数减低的

晚期扩张型心肌病（ＤＣＭ）患者行 ＳＥ 下收缩储备能力检查，
可有效评估患者预后情况。 ＳＥ 能检出可诱发的心肌缺血及

其程度，并确定无收缩力的心肌是否存活。 Ｊｕ 等
［４９］

通过一

项纳入 ４１ 例 ＤＣＭ 患者的 ＤＳＥ 检查及随访研究发现，高剂量

的 ＤＳＥ 可预测新近发生的特发性 ＤＣＭ 患者的晚期心功能改

善情况，并可用来评估未来心血管事件的预后。
４． 超声心动图试验在瓣膜病的应用

心脏瓣膜病（ ｖａｌｕｌａｒ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ＶＨＤ） 是由于某些先

天或后天因素引起的瓣膜结构异常，进而导致瓣口狭窄和（
或） 关闭不全所致的心脏疾病。 ＳＥ 在评价瓣膜病变血流动

力学方面的作用最早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时就被提出了，但直

到最近几年才被专业及权威的指南采纳。 特别是随着近 ５
年大量研究证据的发现，促使 ＳＥ 被纳入 ＥＳＣ［５０］

及美国心脏

协会 ／ 美国心脏病学会（ＡＨＡ ／ ＡＣＣ） ［１５］
指南。

２０１２ 年 ＥＳＣ 瓣膜性心脏病指南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ＡＨＡ ／ ＡＣＣ
成人瓣膜性心脏病患者管理指南及执行摘要均强调了 ＳＥ 在

ＶＨＤ 的定性诊断中的重要价值，尤其当患者临床症状与

ＶＨＤ 严重程度不匹配时，或无症状患者伴有严重 ＶＨＤ 病变

时，需要 ＳＥ 检查。
负荷的形式取决于心脏瓣膜病变的类型。 对于大多数

病例来说，ＥＳＥ 是适合的选择。 对于那些有严重左心室收缩

功能异常的患者，ＤＳＥ 有助于评估心脏收缩功能的储备。 这

种检测更加有助于暴露那些静息状态下低跨瓣膜压差严重

的主动脉瓣狭窄。
（１）主动脉瓣狭窄（Ａｏｒｔｉｃ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ＡＳ）
无症状重度 （ ＡＳ） 患者， 根据最新 ＡＨＡ ／ ＡＣＣ 以及

ＥＳＣ［１５， ５０］
指南，当运动负荷试验出现运动相关的症状或血压

异常变化时，推荐 ＡＶＲ 术。
“低血流，低压差”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即静息状

态下有效瓣口面积 ＜ １ｃｍ２，平均梯度 ＜ ４０ ｍｍＨｇ，且 ＥＳＣ 指

南 ＥＦ ＜ ４０％ （２０１４ 年 ＡＨＡ ／ ＡＣＣ 指南设定为 ＥＦ ＜ ５０％ ）的
患者。 小剂量 ＤＳＥ 可能有助于鉴别因后负荷过重导致 ＬＶＥＦ
减低的真正的解剖型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和因严重的心肌收

缩力下降导致的“假性主动脉瓣狭窄”，从而可为此类患者合

理把握 ＡＶＲ 的指征提供重要依据，并对这两型病变提供具

有预后意义的收缩储备信息。 在 ＥＳＣ 及 ＡＨＡ ／ ＡＣＣ 的指南

中，对此类患者进行 ＤＳＥ 均为Ⅱａ 级推荐，且有症状的重度

主动脉瓣狭窄和 ＥＦ 低的患者中，有收缩储备的个体 ＡＶＲ 手

术病死率较低，预后较好
［５１⁃５２］ 。 新近研究

［５３］
显示，ＳＥ 能够

预测“低流量 ／低梯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和射血分数保留矛

盾”的患者的不良事件风险。
（２）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ａｏｒｔｉｃ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Ｉ）
重度主动脉瓣反流可导致左心功能不全，增加患者发生

猝死的风险。 尽管 ＳＥ 在这方面应用的研究还较少，而且无

论是 ＥＡＥ［５４］
还是 ＡＣＣ ／ ＡＨＡ 指南

［１５］
均未推荐用于常规临

床应用。 然而 ＡＣＣ ／ ＡＨＡ 指南又指出，针对处于无症状慢性

严重 ＡＲ 期的患者，为确认症状状况进行 ＥＳＥ 是合理的。
有研究认为

［５５］ ， 对于存在主动脉瓣反流的无症状患者，
即使目前的指南没有相应的规定，尤其当 ＬＶＥＦ 在临界范围

（５０％ ～５５％ ） 或左心室收缩末期前后径（接近 ５０ ｍｍ 或 ２５
ｍｍ ／ ｍ２） 时，通过 ＳＥ 来测量有关左心室收缩力储备的数据

可有助于判断最佳的手术时机。
（３） 二尖瓣狭窄（ｍｉｔｒａｌ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ＭＳ）
ＭＳ 的主要病因是风湿热，患者多年可无症状，然后表现

为活动量逐渐减少。 对无症状或症状可疑或与ＭＳ 严重程度

不一致的患者，ＳＥ 是指征。 建议行 ＤＳＥ ／ ＥＳＥ 评价平均跨瓣

压力阶差和肺动脉压的运动反应变化。 ＡＨＡ ／ ＡＣＣ 的指南中

对此类患者进行 ＳＥ 推荐为 Ｉ 级。 当 ＳＥ 肺动脉楔压 ＞ ２５
ｍｍＨｇ 或跨二尖瓣平均压力阶差 ＞ １５ ｍｍＨｇ 时，可以考虑经

皮二尖瓣球囊扩张术
［５６］ 。

（４）二尖瓣关闭不全（Ｍｉｔｒａｌ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Ｉ）
二尖瓣反流的评估是复杂的，又因为 ＭＲ 患者临床情况

差异多，鉴别慢性原发性 ＭＲ 和慢性继发性 ＭＲ 尤其关键。
慢性原发性 ＭＩ，是指≥１ 个瓣膜结构（瓣叶、腱索、乳头

肌，瓣环）的病理变化导致瓣膜功能不全，出现收缩期血液从

左心室到左心房的反流
［５０］ 。 ＡＨＡ ／ ＡＣＣ 指南认为对无症状

严重 ＭＲ 期患者（Ｃ 期），静息或 ＳＥ 时可能出现肺动脉高压。
而对于有症状慢性原发性 ＭＲ 患者，为明确症状情况和运动

耐量（Ｂ 和 Ｃ 期），ＳＥ 为 ＩＩａ 类推荐
［１５］ 。 ＥＳＣ 指南认为无症

状的左心室收缩功能保留的原发性重度 ＭＲ 患者，ＳＥ 肺动

脉收缩压 ＞ ６０ ｍｍＨｇ 时，瓣膜修复可能性大，手术风险低，
手术推荐为 ＩＩｂ 类

［５０］ 。 且 ＳＥ 下的肺动脉高压程度已被证实

与原发性 ＭＲ 术后的心脏事件的发生具有相关性
［５７］ 。

慢性继发性又称功能 ＭＩ，其二尖瓣瓣叶及腱索结构正

常，主要是由心脏扩大、左心室重构继发的瓣下结构改变导

致的相对性 ＭＲ。 ＡＨＡ ／ ＡＣＣ 指南明确指出对 ＭＲ 风险期后

的患者（Ｂ⁃Ｄ 期），为阐明慢性继发性 ＭＲ 的病因和 ／或评价

心肌存活，ＳＥ 为 Ｉ 类推荐。 缺血性 ＭＲ 是继发性 ＭＲ 的特殊

类型，ＥＳＣ 指南指出 ＳＥ 下有效反流口面积（ＥＲＯＡ）增大（≥
１３ ｍｍ２），与患者死亡相对风险和心脏失代尝住院大幅增高

相关。 然而，ＥＲＯＡ 的测量是不精确的，定义严重继发性 ＭＲ
时须谨慎综合使用所有超声心动图数据

［１５， ５０］ 。

６０８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１０



三、展望

ＳＥ 的关键是正确的检出负荷所诱发的节段性室壁运动

异常，而这种运动异常仅仅出现在心肌缺血发作时，有时即

使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存在，如果 ＳＥ 没能诱发心肌缺血，
则无法检出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

随着超声新技术的发展，如组织多普勒、心肌声学造影、
彩色室壁运动分析技术、实时三维超声成像等，将 ＳＥ 与新技

术相结合，不仅弥补了传统超声技术的不足，而且也能提高

负荷试验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ＳＥ 的应用前景广阔，值得进

一步深入研究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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