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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张乐辉ꎬ副主任医师ꎬ副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ꎬ研究方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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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学及人群防治
‹论著›

北京市在职医务人员血脂流行病学及影响
因素调查

安海梅　 胡 蓉　 张乐辉

　 　 [摘要] 　 目的:了解在职医务人员血脂分布特点及变化规律ꎬ为在职医务人员血脂异常防治提供

科学依据ꎮ 方法:对北京市某三级医院 １ ８８５ 例医务工作者的体检结果进行统计ꎬ分析血脂异常及影响

因素ꎮ 结果:该人群血脂异常患病率为 ３５ １％ ꎬ男性患病率(５３ ４％ )显著高于女性(２８ １％ ) (Ｐ <
０ ０１)ꎻ < ３０ 岁、３０ ~ ３９ 岁、４０ ~ ４９ 岁和≥５０ 岁组人群的患病率分别为 ２３ ８％ 、３１ ８％ 、４６ ８％ 和

５８ ５％ ꎬ随年龄增长患病率升高ꎬ年龄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ꎬ < ５０ 岁人群患病率男

性明显高于女性ꎬ≥５０ 岁患病率女性(５６ ８％ )与男性(５９ 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６７)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年龄增长、体质量指数增加、血压升高和血糖升高与血脂异常有关ꎮ 结论:
该人群血脂异常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ꎬ男性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ꎻ５０ 岁以后女性患病率明显升高ꎻ男
性、年龄增长、体质量指数增加、ＢＰ 升高、Ｇｌｕ 升高是血脂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关键词] 　 血脂ꎻ影响因素ꎻ 在职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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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ｏｖ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ｙｅ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ｙｓ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ｇｅｄꎬ ｍａｌ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ｌ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ｂｅｆｏｒｅ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５０ ａｇ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Ｍａｌｅꎬ 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ｈｉｇｈ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ｏｖ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ｗｅｒ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ｙｅ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ｌｏｏｄ ｌｉｐｉｔꎻ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ꎻ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

　 　 现代生活方式导致血脂异常患病率增高ꎬ血脂

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

素[１￣２]ꎮ ２００２ 年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中国居

民营养与健康调查结果: １８ 岁及以上人群血脂异

常患病率为 １８ ６％ ꎻ２０１１ 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

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居民中超 ５０％的市

民血脂异常ꎬ其中 １８ ~ ３０ 岁男性的血脂异常患病率

已经达到 ５８ ５％ ꎬ由此可见血脂异常已经成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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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ꎮ 血脂异常没有明显症

状ꎬ所以人们对血脂异常的重视程度不够ꎮ 中国血

脂异常调查研究发现:中国血脂异常患者 ＬＤＬ￣Ｃ 达

标率仅为 ６１ ５％ ꎬ由此可见血脂异常控制形势严

峻ꎮ 作为健康守护者的医务工作者ꎬ虽对其危害认

识比较清楚ꎬ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ꎬ导致医务工作者

血脂异常的发生率比较高[３￣４]ꎮ 本研究主要是以北

京市某医院 ２０１４ 年健康体检人员为研究对象ꎬ调查

血脂分布及影响因素ꎬ为医务工作者血脂异常的防

治提供科学依据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对 ２０１４ 年健康体检的某医院在

职职工体检资料进行筛查ꎬ选出完整资料１ ８８５份ꎬ
占应参加人员总数的 ９５ ３％ ꎬ其中男性 ５２４ 例

(２７ ８％ )ꎬ女性 １ ３６１ 例(７２ ２％ )ꎻ年龄 ２０ ~ ６５ 岁ꎬ
平均(３５ ６６ ± ９ ３６) 岁ꎻ按年龄分组: < ３０ 岁 ６３２
例ꎬ３０ ~ ３９ 岁 ６４１ 例ꎬ４０ ~ ４９ 岁 ４１２ 例ꎬ≥５０ 岁

２００ 例ꎮ
２. 研究方法　 １ ８８５ 例职工均为禁食 ８ ~ １２ 小

时后于清晨抽血ꎬ并由专业医护人员进行病史采集、
测量血压、身高、体质量ꎬ记录血压、计算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ꎮ 对血脂结果及相关因素进行分类统计ꎮ
３. 血脂诊断标准:采用 ２００７ 年«中国成人血脂

异常 防 治 指 南» 推 荐 的 标 准[５]: ① ＴＣ: ５ １８ ~
６ １９ｍｍｏｌ / Ｌ 为边缘升高ꎬ≥６ ２２ｍｍｏｌ / Ｌ 为升高ꎻ
ＬＤＬ￣Ｃ: ３ ３７ ~ ４ １２ｍｍｏｌ / Ｌ 为 边 缘 升 高ꎬ ≥
４ １４ｍｍｏｌ / Ｌ 为升高ꎻＨＤＬ￣Ｃ < １ ０４ｍｍｏｌ / Ｌ 为降低ꎻ
ＴＧ:１ ７ ~ ２ ２５ｍｍｏｌ / Ｌ 为边缘升高ꎬ≥２ ２６ｍｍｏｌ / Ｌ
为升高ꎮ ②出现 ＴＣ、ＬＤＬ￣Ｃ、ＴＧ 边缘升高或升高、
ＨＤＬ￣Ｃ 降低中的一种即判断为血脂异常ꎮ

４. 统计学处理 　 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 ０ 软件分析ꎮ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

示ꎬ组间比较用 ｔ 检验ꎻ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ꎮ 计数资料用频数(率)表示ꎬ组间比较用 χ２ 检

验ꎻ血脂异常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该人群男性的年

龄、体质量指数、ＳＢＰ、ＤＢＰ、Ｇｌｕ、ＴＣ、ＬＤＬ￣Ｃ 及 ＴＧ 高

于女性ꎬＨＤＬ￣Ｃ 低于女性ꎬ男女组间比较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ꎮ
２. 血脂异常患病率人群分布　 研究对象血脂异

常总患病率为 ３５ １％ ꎬ男性 ５３ ４％ ꎬ女性 ２８ １％ ꎮ
<３０ 岁、３０ ~ ３９ 岁、４０ ~ ４９ 岁和≥５０ 岁组的血脂异

常患病率分别为 ２３ ８％ 、３１ ８％ 、４６ ８％和 ５８ ５％ ꎬ
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ꎬ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ꎬ不同性别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ꎻ < ５０ 岁男性患病率显著高于女

性ꎬ≥５０ 岁女性与男性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６７)ꎻ各分类血脂异常患病率男性均显著高于

女性(Ｐ < ０ ０１ꎬ表 ２ ~ ３)ꎮ

表 １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ｘ ± ｓ)
　 　 项目 总体 男性 女性 Ｐ 值

例数 １ ８８５ ５２４ １ ３６１
年龄 /岁 ３５ ６６ ± ９. ３６ ３９ ５５ ± ９. ３６ ３４ １７ ± ８. ８７ < ０ ０５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３ ５６ ± ３. ７２ ２５ ９４ ± ３. ７２ ２２ ６５ ± ３. ７２ < ０ ０５
ＳＢＰ / (ｍｍＨｇ) １１３ ６１ ± １４. ０１ １２３ １０ ± １４. ０５ １０９ ９１ ± １４. ０５ < ０ ０５
ＤＢＰ / (ｍｍＨｇ) ７１ ２３ ± １０. ９８ ７８ ５１ ± １０. ９９ ６８ ４４ ± １０. ９８ < ０ ０５
ＦＰ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５ ０４ ± ０. ９８ ５ ３８ ± ０. ９７ ４ ９１ ± ０. ９８ < ０ ０５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７２ ± ０. ８７ ４ ８７ ± ０. ８７ ４ ６７ ± ０. ８７ < ０ ０５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８１ ± ０. ７６ ３ ０１ ± ０. ７６ ２ ７４ ± ０. ７６ < ０ ０５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３６ ± ０. ３２ １ １６ ± ０. ３２ １ ４４ ± ０. ３２ < ０ ０５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１４ ± １. ０３ １ ７１ ± １. ０３ ０ ９１ ± １. ０３ < ０ ０５

注:ＢＭＩ:体质量指数

表 ２　 不同年龄的血脂异常患病率情况[ｎ(％ )]
年龄 总患病 男性 女性 Ｐ 值

< ３０ １４８(２３ ８) ５２(４７ ７) ９６(１７ ９) < ０ ０１
３０ ~ ３９ ２０６(３１ ８) ８７(４８ ９) １１９(２５ ７) < ０ ０１
４０ ~ ４９ １９３(４６ ８) ７４(５９ ２) １１９(４１ ４) < ０ ０１
≥５０ １１７(５８ ５) ６７(５９ ８) ５０(５６ ８) ０ ６７
合计 ６６４(３５ １) ２８０(５３ ４) ３８４(２８ ０) < ０ ０１

注:人群总患病率各年龄组间比较ꎬＰ < ０ ０１

表 ３　 不同性别血脂分类异常情况[ｎ(％ )]
性别 ＴＣ ＬＤＬ￣Ｃ ＨＤＬ￣Ｃ ＴＧ
男性 １７６(３３ ６) １６２(３０ ９) １７８(３４ ０) １７９(３４ ２)
女性 ３４２(２５ １)∗ ２４１(１７ ７)∗ ９６( ７ １)∗ １１８( ８ ７)∗

合计 ５１８(２７ ５) ４０３(２１ ４) ２７４(１４ ２) ２７９(１５ ２)

注:男女组间比较ꎬ∗Ｐ < ０ ０１

３. 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血脂异常为

因变量ꎬ年龄、性别、ＢＭＩ、ＢＰ 和 Ｇｌｕ 为自变量进行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显示:血脂异常与性

别、年龄增长、ＢＭＩ 增加、血压升高、Ｃｌｕ 升高之间关

系有统计学意义ꎬ为独立危险因素(表 ４)ꎮ

讨　 论

血脂异常是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６￣７]ꎬ在动脉硬化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ꎬ由此引发的心、脑血管事件ꎬ具有致残、致死率

高的特点ꎮ 由于血脂异常通常无明显症状ꎬ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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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检化验或心、脑血管事件发生才被发现ꎬ因此

早期发现血脂异常ꎬ并积极进行干预对延缓动脉硬

化ꎬ减少心脑血管事件ꎬ降低致残、致死率ꎬ减轻社会

和家庭负担意义重大ꎮ

表 ４　 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Ｂ 值 ＯＲ 值 ９５％ ＣＩ Ｐ 值

性别 ０ ５７１ １ ７７ １ ３７ ~ ２ ２８ < ０ ０１
年龄 ０ ０２９ １ ０３ １ ０２ ~ １ ０４ < ０ ０１
ＢＭＩ ０ １２６ １ １３ １ ０９ ~ １ １７５ < ０ ０１
ＢＰ ０ ０１５ １ ０２ １ ０２ ~ １ ０３ ０ ０１
ＦＰＧ ０ ２８６ １ ３３ １ １１ ~ １ ５９ ０ ０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某医院在职医务人员血脂异

常总患病率、 男性患病率、 女性患病率分别为

３５ １％ 、５３ ４％及 ２８ １％ ꎬＴＣ、ＨＤＬ￣Ｃ 及 ＴＧ 异常患

病率分别是 ２７ ５％ 、１４ ２％和 １５ ２％ ꎮ 均高于赵文

华等[８]报道的全国成人发病率结果ꎬ但男性血脂异

常患病率与王晓霞等[９] 报道的北京地区成年男性

血脂异常患病率结果(５０ ８％ )接近ꎬ女性患病率与

许方霄[１０]报道ꎬ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发布的«北京市

２０１３ 年度体检统计报告»结果(２７ ３％ )接近ꎮ 这一

现象提示ꎬ血脂异常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ꎬ还表明

该人群血脂异常患病率较高ꎬ增加了该人群心脑血

管病的患病风险[１１]ꎮ 研究还显示ꎬ研究对象血脂异

常患病率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ꎬ这与庞秋燕等[１２]、
董忠等[１３]报道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研究显示:该人群男性患病以低 ＨＤＬ￣Ｃ、高
ＴＧ 为主ꎬ各分类血脂异常明显高于女性ꎬ这与全国

人群特征一致[８]ꎬ而女性以低 ＴＧ 为主ꎬ考虑与女性

医务工作者在合理饮食适当运动方面执行力强有关

系ꎻ值得注意的是ꎬ发病率年龄趋势存在性别差异ꎬ
男性 ４０ ~ ４９ 岁与≥５０ 岁组之间无明显差异ꎬ而女

性≥５０ 岁组患病率明显增高与男性接近ꎬ考虑可能

因中青年男性的社会和家庭负担重ꎬ５０ 岁以后女性

已进入围绝经期或绝经期ꎬ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肝

脏胆固醇合成限速酶活性减弱[１４]ꎬ故胆固醇合成增

多ꎮ 这也提示我们中青年男性以及更年期妇女是血

脂异常防治工作的重点ꎮ
血脂异常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个人生活

方式等多种危险因素作用的结果ꎮ 本研究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血脂影响因素发现男性、年龄增

长、体质量指数增加、ＢＰ 升高和 Ｇｌｕ 升高均为血脂

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ꎬ尤其是年龄、性别和体质量指

数与血脂异常高度相关ꎬ有报道[１５] 肥胖与多种脂代

谢紊乱密切相关ꎬ这与本研究一致ꎬ提示我们控制体

质量对降低血脂异常非常重要ꎬ我们需要特别干预

本研究男性人群的体质量指数ꎮ 另外 ＢＰ 升高、Ｇｌｕ
升高也是血脂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ꎬ提示高血压、糖
尿病患者在关注血压、血糖同时也要关注血脂情况ꎮ

综上所述ꎬ某三级医院在职医务人员血脂异常

患病率较高ꎬ特别是男性医务工作者ꎬ在控制血脂同

时也要关注体质量、ＢＰ 和血糖ꎮ 建议做好早期预防

工作ꎬ制定相关干预方案ꎬ在进行合理院内治疗的同

时ꎬ充分利用社区资源ꎮ 倡导建立健康生活方式ꎬ科
学饮食ꎬ适当锻炼ꎬ以达到控制血脂的目的ꎬ减少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ꎮ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比
如社会经济因素ꎬ精神心理因素对血脂异常的影响ꎬ
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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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Ⅱ对冠状动脉３支病变患者
介入术后长期死亡率的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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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评价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 ＩＩ (ＳＹＮＴＡＸ ｓｃｏｒｅ ＩＩꎬ ＳＳ￣ＩＩ)对冠状动脉 ３ 支病变患者ꎬ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后 ５ 年死亡率的预测意义ꎮ 方法: 连续入选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北京安贞医院

心内科ꎬ经冠状动脉造影明确为 ３ 支病变且需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治疗的患者共 ５７３ 例ꎬ进
行回顾性研究ꎮ 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并结合临床因素计算患者的 ＳＳ￣ＩＩꎬ根据 ＳＳ￣ＩＩ 数值的三分位法将

患者进行分组:ＳＳ￣ＩＩ 低分组(０ ~ ２０)、中分组(２１ ~ ３１)和高分组(≥３２)ꎮ 主要终点是术后 ５ 年全因死亡

率ꎮ 用 Ｋａｐｌａｎ – Ｍｅｉｅｒ 法进行生存分析ꎬ用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ꎬ评价 ＳＳ￣ＩＩ 预测

ＰＣＩ 术后预后的价值ꎮ 结果:全部入选患者 ＳＳ￣ＩＩ 为 (２７ ６ ± ９ ０)分ꎮ ５ 年的全因死亡率为 ４ ４％ ꎬ在 ＳＳ￣
ＩＩ 低分组、中分组和高分组患者中分别为 １ ６％ 、３ ２％ 和 ８ ６％ 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３)ꎮ 心源

性死亡率在三组中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０ ５％ 、１ ９％和 ５ ２％ ꎬ Ｐ ＝ ０ ０１４)ꎬ而非心源性死亡

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校正其他可能混杂因素后ꎬＳＳ￣ＩＩ 是冠状动脉 ３ 支病变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死亡率的

独立预测因素(ＨＲ ＝ ２ ４５ꎬ ９５％ ＣＩ １ ３８ ~ ４ ３６ꎬＰ ＝ ０ ００２)ꎮ 随 ＳＳ￣ＩＩ 增加ꎬ患者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心肌梗死、
再次血运重建和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也升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５ 年脑卒中发生率尽管随 ＳＳ￣ＩＩ 增加而

升高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ＳＳ￣ＩＩ 是冠心病 ３ 支病变患者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素ꎬ
临床上可为复杂冠心病患者介入治疗提供一种危险分层工具ꎮ

[关键词]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 ＩＩꎻ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ꎻ死亡率ꎻ三支病变ꎻ预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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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ｃ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０ ５％ ꎬ １ ９％ ꎬ ａｎｄ ５ ２％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 ＝ ０ ０１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ｎ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１ １％ ꎬ １ ４％ ａｎｄ ３ ４％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Ｐ ＝ ０ ２０６).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ＳＳ￣ＩＩ ｗ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５￣ｙｅａｒ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ａｔｉｏ: ２ ４５ꎬ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１ ３８ ｔｏ ４ ３６ꎬＰ ＝ ０ ００２).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５￣ｙｅａ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ꎬ ｒｅｐｅａｔ 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ｒ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Ｓ￣ＩＩ.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５￣ｙｅａ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ＳＳ￣ＩＩ ｃａｎ ｗｅｌ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５￣ｙｅａｒ) ｍｏｒ￣
ｔ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ｉｎ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Ｃ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ＹＮＴＡＸ Ｓｃｏｒｅ￣ＩＩꎻ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ꎻ Ｔｈｒｅｅ￣ｖｅｓｓ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Ｐｒｅｄｉｃｉｔ

　 　 相关研究表明[１￣７]: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对复杂

冠心病患者血运重建策略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ꎻ它可预测复杂冠心病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ＰＣＩ)术后主

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如死亡、心肌梗死、再次血运

重建)发生率ꎬ但不能预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ꎬ ＣＡＢＧ)术后不良心

脑血管事件发生率ꎮ 因此ꎬ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在临

床应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ꎬ考虑与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只包括了冠状动脉解剖特点ꎬ未包含患者临床

特点有关ꎮ 新近[８] 将 ２ 个冠状动脉解剖因素(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和左主干病变)和 ６ 个患者临床因素

(包括年龄、性别、肌苷清除率、左心室射血分数、慢
性阻塞性肺动脉疾病和外周血管疾病)结合的新的

评分系统—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Ⅱ(ＳＹＮＴＡＸ ｓｃｏｒｅ Ⅱꎬ ＳＳ￣
ＩＩ)正引起心脏病学领域的关注ꎮ 目前国内外关于

ＳＳ￣ＩＩ 在复杂冠心病患者血运重建治疗中指导和应

用研究非常少ꎮ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８]研究表明:ＳＳ￣ＩＩ 可预测

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患者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后 ４ 年

死亡率发生ꎮ Ｘｕ 等[９] 研究发现:ＳＳ￣ＩＩ 可预测左主

干病变 ＰＣＩ 术后远期死亡率ꎮ 关于 ＳＳ￣ＩＩ 在冠心病

３ 支病变患者 ＰＣＩ 术后死亡率的预测研究尚未见相

关报道ꎮ 本研究对适合行 ＰＣＩ 治疗的冠状动脉 ３ 支

病变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ꎬ采用 ＳＳ￣ＩＩ 对患者进

行危险分层ꎬ评价 ＳＳ￣ＩＩ 对 ＰＣＩ 术后长期死亡率预测

的意义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连续入选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住院患者ꎬ经冠状

动脉造影明确为 ３ 支病变且需行 ＰＣＩ 治疗的患者共

５７３ 例ꎬ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ꎮ 入选标准:１８ 岁以上

(含 １８ 岁)男性或未怀孕女性ꎻ心肌缺血导致的稳

定型或不稳定型心绞痛ꎻ原位冠状动脉病变ꎻＰＣＩ 术
均使用 ＤＥＳꎻＬＡＤ、ＬＣＸ 和 ＲＣＡ 至少都有一处管腔

狭窄≥５０％ ꎻ病变血管直径≥１ ５ｍｍꎻ签署知情同意

书ꎮ 排除标准:具有以下任何一种情况的患者将被

排除参与研究:不满 １８ 岁ꎻ既往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史ꎻ急
性心肌梗死ꎻ合并其他心脏疾病需行外科手术(例
如ꎬ瓣膜病手术或主动脉瘤、左心室室壁瘤切除术

等)ꎻ无法签署知情同意术ꎻ伴左主干病变管腔狭窄

≥５０％ ꎮ
２. 治疗方法 　 所有 ＰＣＩ 操作均按照中华医学

会制定的 ＰＣＩ 指南进行ꎮ 术前:常规服用阿司匹林

３００ｍｇ / 天ꎻ至少 ３ 天开始服用氯吡格雷 ７５ｍｇ /天ꎬ或
术前 １ 天顿服氯吡格雷 ３００ｍｇꎮ 术中:予普通肝素

１００μｇ / ｋｇ 或低分子肝素(商品名:克塞)０ ５ｍｇ / ｋｇꎬ
动脉鞘管内注入ꎮ 术后:阿司匹林 １００ｍｇ /天ꎬ长期

服用ꎻ氯吡格雷 ７５ｍｇ /天ꎬ至少连续应用 １２ 个月ꎮ
根据病情和术者决定术中、术后住院期间是否应用

血小板 ＧＰＩＩｂ / ＩＩＩａ 受体拮抗剂及术后是否予低分子

肝素治疗ꎮ
３. ＳＳ￣ＩＩ 计算和分组　 每例入选患者由两位介

入医生根据有创冠状动脉造影图像分别进行 ＳＹＮ￣
ＴＡＸ 积分计算ꎬ若出现分歧ꎬ由第三位介入医生决

定ꎮ 再结合患者的临床因素:年龄、性别、左心室射

血分数、肌酐清除率(毫升 /分)、慢性阻塞性肺动脉

疾病、外周血管疾病ꎮ 按照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６] 研究方法计

算每例患者的 ＳＳ￣ＩＩ 值ꎮ 根据 ＳＳ￣ＩＩ 数值的三分位法

将患者进行分组:ＳＳ￣ＩＩ 低分组、中分组和高分组ꎮ
４. 终点设置 　 主要终点:术后 ５ 年全因死亡

率ꎮ 次要终点:术后 ５ 年的脑卒中、心肌梗死、再次

３８８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１２



血运重建和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ｒ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ꎬ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ꎮ
ＭＡＣＣＥ 包括:全因死亡、心肌梗死、脑卒中和再次血

运重建ꎮ
５. 临床随访　 通过门诊或电话随访ꎬ部分患者

因再住院进行冠状动脉造影随访ꎮ
６. 统计学分析　 所有资料分析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软

件包处理. 计量资料结果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
间比较用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检验ꎻ计数资料用卡方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ｓ 检验ꎻ生存分析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法ꎬ
并用 Ｌｏｇ ｒａｎｋ 检验生存时间分布ꎮ 用 Ｃｏｘ 比例风险

模型进行单、多因素分析ꎬ评价 ＳＳ￣ＩＩ 预测 ＰＣＩ 术患

者预后价值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２　 患者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临床随访结果[ｎ(％ )]

变量

ＳＳ￣ＩＩ Ｐ 值

≤２０
(ｎ ＝ １８３)

≥２１ ~ ３１
(ｎ ＝ ２１６)

≥３２
(ｎ ＝ １７４)

总体 １ｖｓ. ２ １ｖｓ. ３ ２ｖｓ. ３

死亡 ３(１ ６) ７(３ ２) １５(８ ６) ０ ００３ ０ ３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２
　 心源性死亡 １(０ ５) ４(１ ９) ９(５ ２) ０ ０１４ ０ ２４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０
　 非心源性死亡 ２(１ １) ３(１ ４) ６(３ ４) ０ ２０６ ０ ７９１ ０ １３３ ０ １７８
脑卒中 ５(２ ７) ７(３ ２) ９(５ ２) ０ ４２９ ０ ７８２ ０ ２３８ ０ ３３２
心肌梗死 ６(３ ３) １１(５ １) ２１(１２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３７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再次血运重建 ２５(１３ ７) ４８(２２ ２) ５２(２９ 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６７
ＭＡＣＣＥ ３２(１７ ５) ６０(２７ ８) ６７(３８ ５)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１２

结　 果

１. 患者分组及基线资料　 全部入选患者 ＳＹＮ￣
ＴＡＸ 积分为(２６ ８ ± １１ ５)分ꎬＳＳ￣ＩＩ 为(２７ ６ ± ９ ０)
分ꎮ 根据 ＳＳ￣ＩＩ 数值的三分位法进行分组:低分组

(０ ~ ２０ 分)１８３ 例、中分组(２１ ~ ３１ 分)２１６ 例、高分

组(≥３２ 分)１７４ 例ꎮ 三组患者基线特征见表 １ꎮ
２. 随访结果　 全部患者术后进行 ５ 年的长期临

床随访ꎬ共有 ２５ 例患者死亡ꎬ５ 年死亡率为 ４ ４％ ꎻ
１５９ 例患者发生 ＭＡＣＣＥꎬ５ 年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为

２７ ７％ ꎮ ５ 年脑卒中、心肌梗死和再次血运重建发

生率分别为 ３ ７％ 、６ ６％和 ２１ ８％ ꎮ
主要终点: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全因死亡率在 ＳＳ￣ＩＩ 低

分组、中分组和高分组分别为 １ ６％ (３ 例)、３ ２％
(７ 例)和 ８ ６％ (１５ 例)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ＨＲ ＝
２. ４５ꎬ９５％ ＣＩ ＝ １. ３８ ~ ４. ３６ꎬＰ ＝ ０ ００３)ꎮ 其中心源

性死亡率在三组中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０ ５％ 、１ ９％和 ５ ２％ ꎬ Ｐ ＝ ０ ０１４)ꎬ而非心源性死

亡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２ꎬ图 １ ~ ２)ꎮ
次要终点:ＳＳ￣ＩＩ 低、中和高分组患者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心肌梗死(分别为 ３ ３％ 、５ １％ 和 １２ １％ ꎬ Ｐ ＝

图 １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全因死亡率

０ ００２)、再次血运重建(分别为 １３ ７％ 、２２ ２％ 和

２９ ９％ ꎬ Ｐ ＝ ０ ００１ ) 和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 (分别为

１７ ５％ 、２７ ８％和 ３８ ５％ ꎬ Ｐ < ０ ０００１)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ꎮ 而脑卒中发生率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分别为 ２ ７％ 、３ ２％ 和 ５ ２％ ꎬ Ｐ ＝ ０ ４２９)ꎬ(表
２ꎬ图 ３ ~ ５)ꎮ

表 １　 患者的基线特征[ｘ ± ｓꎬｎ(％ )]

变量

ＳＳ￣ＩＩ
≤２０

(ｎ ＝１８３)
≥２１ ~３１
(ｎ ＝２１６)

≥３２
(ｎ ＝１７４)

Ｐ 值

年龄 /岁
男性

陈旧性心肌梗死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吸烟史

既往脑血管病史

左心室射血分数

肌苷清除率 / (ｍＬ /分)
不稳定心绞痛

稳定心绞痛

隐匿性心绞痛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Ⅱ

５１ ４ ± ６ ４
１７７(９６ ７)
７(３ ８)

１０５(５７ ４)
５７(３１ １)
７５(４１ ０)
９３(５０ ８)
９(４ ９)

６３ ６ ± ６ ６
１２３ ３ ± ２８ ７
１２８(６９ ９)
５０(２７ ３)
５(２ ６)

１９ ３ ± ６ ９
１８ １ ± １ ８

６０ ９ ± ８ ３
１６４(７５ ９)
２２(１０ ２)
１５８(７３ １)
６６(３０ ６)
６６(３０ ６)
１０１(４６ ８)
２４(１１ １)
６３ ５ ± ７ ２

１０７ ２ ± ２８ ８
１６１(７４ ５)
４８(２２ ２)
７(３ ３)

３３ ２ ± １０ ９
２６ ６ ± ２ ７

７１ ０ ± ５ ９
９１(５２ ３)
１３(７ ５)

１３３(７６ ４)
６９(３９ ７)
４２(２４ １)
３７(２１ ３)
２４(１３ ８)
６２ ８ ± １０ ４
７３ １ ± ２７ １
１４０(８０ ５)
３２(１８ ４)
２(１ １)

３２ ４ ± １２ ９
３８ ９ ± ５ ７

<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５４４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１９
０ ６０５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７２
０ １２９
０ ３９５
<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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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心源性死亡率

注:Ｐ ＝ ０. ０１４

图 ３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心肌梗死发生率

图 ４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再次血运重建率

　 　 ３. ＳＳ￣ＩＩ 对 ＰＣＩ 术后远期死亡率的预测分析

Ｃｏｘ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 ＳＳ￣ＩＩ (每增加 １０
分)是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全因死亡率的独立风险预测因

素(ＨＲ ＝ ２ ００ꎬ ９５％ ＣＩ １ ３５ ~ ２ ９６ꎬＰ ＝ ０ ００１)ꎮ 其

它危险因素中ꎬ包括年龄、左心室射血分数值、陈旧

性心肌梗死和血清肌酐清除率也是 ５ 年全因死亡风

险的预测因子(表 ３)ꎮ 将单因素分析显示为独立的

预测因子作为协变量纳入模型ꎬ进行 Ｃｏｘ 多因素分

析结果表明:ＳＳ￣ＩＩ(每增加 １０ 分)仍是 ５ 年全因死

亡率的独立预测因素(ＨＲ ＝ ２ ４５ꎬ ９５％ ＣＩ １ ３８ ~
４ ３６ꎬＰ ＝ ０ ００２)ꎮ

图 ５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 ＭＡＣＣＥ 率

表 ３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全因死亡率

的预测因素

变量 Ｂ ＨＲ ９５％ＣＩ Ｐ 值

单因素分析

　 年龄(每增加 １０ 岁)

　 男性

　 左心室射血分数(每增加 １０％ )

　 陈旧性心肌梗死

　 高血压

　 糖尿病

　 吸烟史

既往脑血管病史

　 肌酐清除率(每增加 １０)

　 ＳＳ￣ＩＩ(每增加 １０ 分)

多因素分析

　 年龄(每增加 １０ 岁)

　 左心室射血分数(每增加 １０％ )

　 陈旧性心肌梗死

　 肌酐清除率(每增加 １０)

　 ＳＳ￣ＩＩ(每增加 １０ 分)

０ ８１

０ ２７

－ ０ ６７

１ ８４

０ ３０

０ ４２

０ ３４

－ ０ ２５

－ ０ １６

０ ６９

０ ９８

－ ０ ７４

０ ７６

－ ０ ８５

０ ９０

２ ２５

１ ３１

０ ５１

６ ２８

１ ２１

１ ８９

１ ３４

０ ７８

０ ８５

２ ００

２ ８５

０ ４６

１ １２

０ ７５

２ ４５

１ ４９ ~ ３ ４１

０ ４９ ~ ３ ５０

０ ４３ ~ ０ ６１

２ ７１ ~ １４ ５５

０ ５６ ~ ２ ７４

０ ８６ ~ ４ １４

０ ６３ ~ ３ ０４

０ １８ ~ ３ ３０

０ ７５ ~ ０ ９７

１ ３５ ~ ２ ９６

１ ５７ ~ ５ １７

０ ３６ ~ ０ ５８

０ ３２ ~ ３ ９１

０ ５８ ~ ０ ９５

１ ３８ ~ ４ ３６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５９

<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３１

０ １１

０ ４１

０ ７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８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２

讨　 论

目前ꎬ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对冠心病复杂病变患

者血运重建策略选择的指导意义已广泛应用于临

床ꎮ 研究表明[１￣４] 它可预测复杂冠心病患者 ＰＣＩ 术
后死亡率及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ꎬ但不能预测 ＣＡＢＧ 治

疗后的预后ꎮ 考虑与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不包含患

者临床特点有关ꎮ 有研究[８ꎬ１０] 发现ꎬ对于复杂冠心

病患者ꎬ一些临床因素可影响不同血运重建策略治

疗的预后ꎬ如对于年轻、女性和左心室功能降低的患

者ꎬ术后死亡率 ＣＡＢＧ 优于 ＰＣＩꎻ对于老年、ＣＯＰＤ 和

无保护左主干病变患者ꎬＰＣＩ 优于 ＣＡＢＧꎮ 因此ꎬ如
果仅根据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来指导选择血运重建

策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相比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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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临床因素的 ＳＳ￣ＩＩ 对复杂冠心病患者如何选择

血运重建策略的指导作用更加科学、全面和更有临

床意义ꎮ
本研究为在冠状动脉 ３ 支病变且行 ＰＣＩ 治疗

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ꎬ评价 ＳＳ￣ＩＩ 对复杂冠

心病患者介入术后长期死亡率预测价值ꎮ 本研究

结果表明:①ＳＳ￣ＩＩ 是冠状动脉 ３ 支病变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素 (ＨＲ ＝ ２ ４５ꎬ ９５％ ＣＩ
１ ３８ ~ ４ ３６ꎬＰ ＝ ０ ００２)ꎬＳＳ￣ＩＩ 每增加 １０ 分ꎬ５ 年

死亡率风险增加 ２ ４５ 倍ꎮ 心源性死亡率在 ＳＳ￣ＩＩ
低分组、中分组和高分组患者中的差异也有统计

学意 义 ( 分 别 为 ０ ５％ 、 １ ９％ 和 ５ ２％ ꎬ Ｐ ＝
０ ０１４)ꎬ而非心源性死亡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②ＳＳ￣ＩＩ 增加ꎬ患者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心肌梗死、再次血

运重建和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升高ꎮ ５ 年脑卒中发生

率尽管随 ＳＳ￣ＩＩ 增加而升高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ꎮ ③除了 ＳＳ￣ＩＩ 因素ꎬ年龄、ＥＦ 值和肌苷清除率

也是预测冠状动脉 ３ 支病变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死亡率

危险的独立预测因素ꎮ 高龄、低 ＥＦ 值和低肌苷清

除率可增加 ＰＣＩ 术后死亡率ꎮ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８] 、Ｃａｍ￣
ｐｏｓ 等[１１]和 Ｘｕ 等[９]研究也发现ꎬＳＳ￣ＩＩ 是复杂冠心

病患者 ＰＣＩ 术后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素ꎬ与本研

究结果相一致ꎮ 但本研究与上述相关研究不同在

于:①研究对象不同ꎬ本研究对象为 ３ 支病变ꎬ不
包括含左主干病变ꎬＦａｒｏｏｑ 和 Ｃａｍｐｏｓ 等[８ꎬ１１] 研究

对象为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ꎬ而 Ｘｕ 等[９] 研究人

群全部为左主干病变ꎮ ②使用的支架不同ꎬ本研

究入选患者全部使用第二代西罗莫司药物洗脱支

架ꎬ而相关研究中使用不同类型支架ꎬ包括第一代

和第二代药物洗脱支架ꎬ甚至使用少量裸支架ꎮ
因此本研究排除了因不同支架类型而影响结果的

混杂因素ꎮ ③随访时间不同ꎬ其它相关研究为随

访 ４ 年的临床结果ꎬ本研究随访时间更长ꎮ
本研究局限性:第一ꎬ本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

研究ꎬ非随机、大规模、多中心研究ꎬ研究结果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ꎮ 第二ꎬ研究对象为临床介入医生认为

可行 ＰＣＩ 的病例ꎬ因此存在选择偏倚ꎬ且样本量不

大ꎬ特别是根据 ＳＳ￣ＩＩ 危险分层后样本量进一步减

少ꎬ可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ꎮ 第三ꎬ随访时间 ５ 年ꎬ
尚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研究ꎮ

总之ꎬ本研究结果表明:ＳＳ￣ＩＩ 是冠心病 ３ 支病

变患者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素ꎬ为 ＳＳ￣
ＩＩ 在临床上应用提供循证医学证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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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
ＴＡＸ. ｓｃｏｒｅ ＩＩ.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８１: ６３９￣６５０.

[ ９ ] 　 Ｘｕ Ｂꎬ Ｇéｎéｒｅｕｘ Ｐꎬ Ｙ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ｓｃｏｒｅ￣ＩＩ Ａ￣
ｍｏｎｇ １ꎬ５２８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ｌｅｆｔ ｍａｉｎ ｐｅｒｃｕ￣
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 Ｉｎｔｖꎬ２０１４ꎬ ７:
１１２８￣１１３７.

[１０] 　 Ｃａｍｐｏｓ ＣＭꎬ Ｖａｎ Ｋｌａｖｅｒｅｎ Ｄꎬ Ｆａｒｏｏｑ Ｖ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ｏｒｅ￣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ｅｎｃｅ
ｅｖｅｒｏｌｉｍｕｓ ｅｌ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ｎｔ ｖ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ｆｔ ｍａｉｎ 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ＥＸＣＥＬ) 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Ｓｃｏｒｅ ＩＩ. 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ꎬ ２０１５ꎬ
[Ｅｐｕｂ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

[１１] 　 Ｃａｍｐｏｓ ＣＭꎬ ｖａｎ Ｋｌａｖｅｒｅｎ Ｄꎬ Ｉｑｂａｌ 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Ｘ ｓｃｏｒｅ ＩＩ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ｆｔ 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ｖｅｓ￣
ｓ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Ｏ￣Ｋｙｏｔｏ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Ｃｉｒｃ 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７８: １９４２￣１９４９.

(２０１５￣０５￣０６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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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

肺血管病症研究所 医学检验科

通信作者:袁慧ꎬ主任检验师ꎬ副教授ꎬ硕士研究生导师ꎮ 研究方向:
临床检验ꎮ Ｅ￣ｍａｉｌ:１８９１１６６２９３１＠ １８９. ｃｎ

临床论著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多态性及代谢表型在 ６０４ 例
老年冠心病患者中的分布

张琳　 马旭　 王燕　 袁慧

　 　 [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冠心病患者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 ２Ｃ１９(ＣＹＰ２Ｃ１９)基因多态性及代谢表型的分

布ꎮ 方法: 应用 ＤＮＡ 微阵列芯片法对 ６０４ 例来我院就诊的老年冠心病患者进行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分型ꎮ
结果: 本研究中检测到 ＣＹＰ２Ｃ１９ 的 ６ 个不同基因型为:ＣＹＰ２Ｃ１９∗ １ / ∗ １ꎬ∗ １ / ∗ ２ꎬ∗ １ / ∗ ３ꎬ∗ ２ / ∗ ２ꎬ∗

２ / ∗ ３ꎬ∗ ３ / ∗ ３ꎬ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０ ２％ 、４０ ９％ 、６ ６％ 、１０ １％ 、２ ０％ 及 ０ ２％ ꎮ ＣＹＰ２Ｃ１９ 三种代谢表

型:快代谢型、中间代谢型、慢代谢型ꎬ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０ ２％ 、４７ ５％ 、１２ ３％ ꎮ 男性:快代谢型占

３８ ０％ (１６８ / ４４２)ꎬ 中间代谢型占 ４８ ９％ ꎬ(２１６ / ４４２)ꎬ慢代谢型 １３ １％ (５８ / ４４２)ꎻ女性:快代谢型占

４６ ３％ (７５ / １６２)ꎬ 中间代谢型占 ４３ ８％ ꎬ(７１ / １６２)ꎬ慢代谢型 ９ ９％ (１６ / １６２)ꎮ 结论:６０４ 例老年冠心病

患者中 ＣＹＰ２Ｃ１９ 的基因型分布及代谢表型ꎬ与文献报道的中国汉族健康人群基本一致ꎬ其在男女间分

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关键词] 　 ＣＹＰ２Ｃ１９ꎻ基因多态性ꎻ代谢表型ꎻ微阵列芯片法ꎻ老年冠心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１２￣８８７￣０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ＹＰ２Ｃ１９ ｉｎ ６０４ ｓｅｎｉ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
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ꎬ ＭＡ Ｘｕꎬ ＷＡＮＧ Ｙａｎꎬ ＹＵＡＮ Ｈｕ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ꎬ 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ｏｆ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Ｐ４５０ ２Ｃ１９(ＣＹＰ２Ｃ１９) ｉｎ ｓｅｎｉ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ＹＰ２Ｃ１９ ｉｎ
６０４ ｓｅｎｉ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ＮＡ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ｉｘ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ＹＰ２Ｃ１９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ＣＹＰ２Ｃ１９ ∗１ / ∗１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４０ ２％ ꎬ ＣＹＰ２Ｃ１９
∗１ / ∗２ ４０ ９％ 、 ＣＹＰ２Ｃ１９ ∗１ / ∗ ３ ６ ６％ ꎬ ＣＹＰ２Ｃ１９ ∗２ / ∗ ２ １０ １％ ꎬ ＣＹＰ２Ｃ１９∗ ２ / ∗ ３ ２ ０％ ꎬ ａｎｄ
ＣＹＰ２Ｃ１９∗３ / ∗３ ０ ２％ .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ｔｙｐｅꎬ ｉｎｔ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ｙｐｅꎬ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ｔｙｐ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４０ ２％ ꎬ４７ ５％ ꎬａｎｄ １２ ３％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ｗａｓ ３８ ０％ (１６８ / ４４２)ꎬ ４８ ９％ (２１６ / ４４２)ꎬ１３ １％ (５８ /
４４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ａｎｄ ４６ ３％ ꎬ ４３ ８％ (７１ / １６２)ꎬ９ ９％ (１６ / １６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Ｐ２Ｃ１９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ｉｎ ６０４ ｓｅｎｉ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ｉｎ Ｈ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ＹＰ２Ｃ１９ꎻ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ꎻ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ꎻ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Ｓｅｎｉｌｅ ｃｏｒ￣
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 酶(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Ｐ４５０ꎬＣＹＰ)同工

酶又称药酶ꎬ是参与体内药物代谢的主要酶系ꎬ它是

一个超家族ꎬ由一系列结构和功能相关的酶组成ꎮ
ＣＹＰ２Ｃ１９ 是 ＣＹＰ４５０ ２Ｃ 亚家族的主要成员ꎬ 此酶

具有遗传多态性ꎬ个体间酶活性存在显著不同ꎬ而它

的活性决定药物的代谢速率ꎬ所以与药物的清除率

有着直接关系ꎮ 根据对药物代谢速率的不同ꎬ将个

体分为快代谢型(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ＥＭ)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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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型(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ｌｉｓｍꎬＩＭ)ꎬ和慢代谢型(
ｐｏｏ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ｌｉｓｍꎬＰＭ)三种ꎬ本资料的研究对象为

６０４ 例老年冠心病患者ꎬ考察这类人群的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 多 态 性 及 代 谢 表 型 的 分 布 情 况ꎬ 并 探 讨

ＣＹＰ２Ｃ１９ 遗传多态性在男女间有无显著差异ꎮ 通

过此研究帮助临床医生了解老年患者的基因型和代

谢速度类型ꎬ在治疗中正确选择和调整用药剂量ꎬ提
高疗效ꎬ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连续入选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间ꎬ在我院急诊观察住院患者ꎬ 年龄 ６０ ~ ７５
岁ꎬ性别不限共 ６０４ 例ꎮ 入选患者均符合国际心脏

病学会和 ＷＨＯ 的冠心病诊断标准ꎬ并经临床检查、
心电图检查及实验室检查证实为冠心病ꎮ 排除合并

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肌病、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

脏病、肺源性心脏病、肝肾功能异常及肿瘤者ꎮ 预计

在住院期间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 ＰＣＩ)治疗ꎻ于早上空腹采集静脉血用 ＥＤＴＡ
抗凝ꎮ

２. 仪器与试剂: 仪器包括全自动杂交仪( 上海

百傲科技有限公司ꎬ型号 ＢＲ ５２６￣２４)、生物芯片识

别仪 ( 上海百傲科技有限公司ꎬ型号 ＢＥ￣２ ０ )、
ＰＣＲ 仪( 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ꎬ型号 Ｃ１０００)、高速离

心机( 德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ꎬ型号 １￣１４) 和医用冷藏箱

(青岛海尔公司ꎬ型号 ＨＹＣ￣２６０)ꎻ 试剂采用上海百

傲科技有限公司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包括蛋白酶 ｋ
等)和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检测试剂盒(包括扩增液ꎬ反
应液等)

３. 方法:(１)ＤＮＡ 提取: 采用全血基因组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ꎬ提取全血基因组 ＤＮＡꎬＤＮＡ 提取步骤:
①取 １ ５ ｍＬ 离心管ꎬ每管中依次加入 ２０ μＬ 蛋白酶

ｋ 溶液ꎬ２００ μＬ 全血ꎬ２００ μＬ 缓冲液 ＢＬꎬ 振荡混匀

１５ ｓꎮ ② 低速离心使管壁血液离至底部ꎬ５６℃放置

１０ 分钟ꎮ ③ 加 ２００ μＬ 无水乙醇充分颠倒混匀ꎬ低
速离心ꎮ ④将上一步所得溶液和絮状沉淀都加到一

个已用 ＢＨ１ 和 ＢＨ２ 活化的吸附柱中(吸附放入收

集管中)ꎬ１２ ０００ ｒ /分钟离心 １ 分钟ꎬ 弃去装废液的

收集管ꎬ将吸附柱插入新的收集管中ꎮ ⑤ 向吸附柱

中加入 ５００ μＬ ＢＷ１ꎬ １２ ０００ ｒ /分钟离心 １ 分钟ꎬ倒
掉收集管中的废液ꎬ将吸附柱放入收集管中ꎮ ⑥ 向

吸附柱中加入 ５００ μＬ ＢＷ２ꎬ １２ ０００ ｒ /分钟离心 １ 分

钟ꎬ倒掉收集管中的废液ꎬ将吸附柱放入收集管中ꎮ
⑦ 将吸附柱放回收集管中 １２ ０００ ｒ /分钟离心 １ 分

钟ꎬ彻底去除吸附材料中残余的漂洗液ꎮ ⑧ 将吸附

柱转入一个干净的离心管中ꎬ开盖挥发 ３ 分钟ꎬ以彻

底去除无水乙醇ꎮ 向吸附膜中间位置悬空滴加 ６０
μＬ 洗脱缓冲液 ＢＥꎬ室温放置 ５ 分钟ꎬ１２ ０００ ｒ /分钟

离心 １ 分钟ꎬ获取全血 ＤＮＡ 模板ꎮ
(２)ＰＣＲ 扩增: 将 ＣＹＰ２Ｃ１９ 扩增液 １ 和扩增液

２ 分装到 ０ ２ ｍＬ ＰＣＲ 反 应 管 中ꎬ 扩 增 反 应 体

系 为 ２５ μＬꎬ包 括: ＣＹＰ２Ｃ１９ 扩增液 １９ μＬꎬ 反应

液 Ａ１ μＬꎬＤＮＡ 模板 ５ μＬꎮ 扩 增条件为:５０℃ꎬ５ 分

钟ꎻ９４℃ꎬ５ 分钟ꎻ９４℃ꎬ２５ ｓꎻ４８℃ꎬ４０ ｓꎻ ７２℃ꎬ３０ ｓꎻ
经过 ３５ 个循环ꎬ ７２℃ꎬ５ 分钟终止反应ꎮ 然后取出

扩增物ꎬ２ ~ ８℃保存ꎮ
(３)杂交显色: 取出杂交显色试剂盒后将反应

液 Ｂ 低速离心ꎬ吸取 １０ μＬ 放入杂交缓冲液瓶中混

匀ꎮ 用前取出 １ 支抗体低速离心ꎬ加入 １ ｍＬ 抗体稀

释剂ꎬ振荡混匀ꎬ制成抗体使用液ꎻ取出基因芯片依

次做好标记ꎬ将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芯片放入杂交仪片架

中ꎬ盖紧杂交舱盖ꎬ然后将 各 试 剂 按 要 求 分 装

到 ２ ｍＬ 离心管中ꎬ放入试管架中ꎬ吸取 １８０ μＬ 杂交

缓冲液于八联管中ꎬ再分别加入 １０ μＬ 扩增产物 １
和扩增产物 ２ 混匀放入试管架中ꎬ将试管架放入杂

交仪中运行杂交程序ꎻ待杂交结束后ꎬ取出芯片放入

生物芯片识读仪中ꎬ用百傲基因芯片图像分析软件

进行图像扫描和数据分析ꎬ输出并记录检测结果ꎮ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 ０ 软件进行分析ꎮ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微阵列芯片法利用的是具有位点特异性的寡核

苷酸探针ꎬ在仪器精密控温的下完成探针与目标序

列的杂交反应和显色反应ꎬ各基因型生物芯片识别

图(图 １)ꎮ ６０４ 例样本中检测出 ＣＹＰ２Ｃ１９ 的 ６ 种基

因型 ３ 种代谢表型:ＣＹＰ２Ｃ１９∗ １ / ∗ １ꎬ∗ １ / ∗ ２ꎬ∗

１ / ∗ ３ꎬ∗ ２ / ∗ ２ꎬ∗ ２ / ∗ ３ꎬ∗ ３ / ∗ ３ꎻ 各占比例分别为

４０ ２％ 、４０ ９％ 、６ ６％ 、１０ １％ 、２ ０％ 及 ０ ２％ ꎮ 其

中 ＣＹＰ２Ｃ１９∗ １ / ∗ １ 为 ＥＭꎬ ＣＹＰ２Ｃ１９∗ １ / ∗ ２ꎬ∗ １∗

３ 为 ＩＭꎬ ＣＹＰ２Ｃ１９∗ ２ / ∗ ２ꎬ∗ ２ / ∗ ３ꎬ∗ ３ / ∗ ３ 为 ＰＭꎮ
ＥＭ 共检测到 ２４３ 例ꎬ占 ４０ ２％ (２４３ / ６０４)ꎬＩＭ 共检

测到 ２８７ 例ꎬ占 ４７ ５％ (２８７ / ６０４)ꎬＰＭ 共检测到 ７４
例ꎬ占 １２ ３％ (７４ / ６０４)ꎻ与中国汉族健康人群中发

生比例大体一致ꎬ其表现型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ꎬ表 ２)ꎻ不同性别各代谢型基因的频

率分布见表 ３ꎬ由表 ３ 可知男女间各代谢型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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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图 １　 六种基因型生物芯片识别图

表 １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多态性分布情况[ｎ(％ )]

代谢

型

药物代

谢速度

基因

多态性

男性

/例
女性

/例
合计

ＥＭ 快 ∗１ / ∗１(６３６ＧＧꎬ６８１ＧＧ) １６８ ７５ ２４３(４０ ２)
ＩＭ 中 ∗１ / ∗２(６３６ＧＧꎬ６８１ＧＡ) １８１ ６６ ２４７(４０ ９)

中 ∗１ / ∗３(６３６ＧＡꎬ６８１ＧＧ) ３５ ５ ４０(６ ６)
ＰＭ 慢 ∗２ / ∗２(６３６ＧＧꎬ６８１ＡＡ) ５１ １０ ６１(１０ １)

慢 ∗２ / ∗３(６３６ＡＡꎬ６８１ＧＧ) ７ ５ １２(２ ０)
慢 ∗３ / ∗３(６３６ＧＡꎬ６８１ＧＡ) ０ １ １(０ ２)

合计 ４４２ １６２ ６０４(３６. ７)

表 ２　 不同代谢表型统计结果与文献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ＥＭ 型 ＩＭ 型 ＰＭ 型

疾病观察人群 ６０４ ２４３(４０ ２) ２８７(４７ ５) ７４(１２ ３)
中国汉族健康人群[１] ２８３ １２０(４２ ４) １２３(４３ ５) ４０(１４ １)

表 ３　 不同性别 ＣＹＰ２Ｃ１９ 代谢表型分布[ｎ(％ )]

组别 例数 ＥＭ 型 ＩＭ 型 ＰＭ 型

男性 ４４２ １６８(３８ ０) ２１６(４８ ９) ５８(１３ １)
女性 １６２ ７５(４６ ３) ７１(４３ ８) １６(９ ９)

合计(例) ６０４ ２４３(４０. ２) ２８７(４７. ５) ７４(１２. ３)

讨　 论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型的检测对于临床用药具有广

泛的意义和价值ꎬ用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一直以来

都是医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ꎮ 冠心病(ＣＡＤ) 是目

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ꎬ且随着生活方式

的改变和人口逐渐老龄化ꎬ呈明显上升趋势ꎬ尤其老

年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１]ꎮ 老年冠心病患者在进

行 ＰＣＩ 治疗后大多服用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ꎬ临床

应用中个体化剂量调整一直以来是临床抗凝工作的

重点和难点ꎮ
已有研究[２] 表明这一处理可降低心血管事件

的发生率以及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风险ꎬ但在术后随

访中发现部分患者仍有血栓事件的发生ꎬ即有氯吡

格雷 抵 抗 现 象[３]ꎮ 已 发 现 氯 吡 格 雷 抵 抗 与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型有关ꎬ因为不同代谢表型的个体间

存在代谢速度上的差异ꎬ从而导致了血药浓度的差

异ꎻ本次研究结果显示ꎬ６０４ 例老年冠心病患者中

ＣＹＰ２Ｃ１９ ∗１ / ∗ １ꎬ∗ １ / ∗ ２ꎬ∗ １ / ∗ ３ꎬ∗ ２ / ∗ ２ꎬ∗ ３ / ∗ ３
和∗２ / ∗ ３ 型的分布频率分别为 ４０ ２％ 、４０ ９％ 、
６ ６％ 、１０ １％ 、 ２ ０％和 ０ ２％ ꎮ 该检测结果中快代

谢型(ＥＭ)占 ４０ ２％ ꎬ中代谢型( ＩＭ)占 ４７ ５％ ꎬ慢
代谢型(ＰＭ)占 １２ ３％ ꎬ而中间代谢与慢代谢者合

计占全部测试者的 ５９ ８％ ꎬ这表明在 ６０ ~ ７５ 岁老

年冠心病患者中有近 ６０％ 的人会出现或轻或重的

药物抵抗现象(主要是氯吡格雷)ꎬ这与相关文献[４]

报道的 ５４ ３％较为接近ꎬ其中单突变( ＩＭ 型)频率

达到 ４７ ５％ ꎬ与文献[５] 报道的 ４４ ０％ 比较接近ꎻ双
突变(ＰＭ 型)占 １２ ３％ ꎬ与文献[６￣７] 报道的 １１ ６％
和 １１ ０％ 很接近ꎻ此次研究结果还显示 ＣＹＰ２Ｃ１９
的六个基因型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这
与周宏灏和付良青等报道的性别对中国汉族人群

ＣＹＰ２Ｃ１９ 遗传多态性的影响在统计学上无差别相

一致[８￣９]ꎬ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多态性在老年冠心病患者

中分布与中国健康人群大体一致ꎬ但单突变和双突

变率较高ꎬ临床医生应格外重视此类患者ꎬ及时检测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型ꎬ判断患者的药物代谢速率ꎬ合理

选择用药方案ꎬ提高药物使用效率ꎬ减少药害事件的

发生ꎬ以便提高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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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分站式杂交技术与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移植术
治疗冠状动脉多支病变的对比研究

潘砚鹏　 袁义强　 陈红卫　 于 力　 陈文宽　 陈 刚　 吕 涵

　 　 [摘要] 　 目的:比较分站式杂交(Ｈｙｂｒｉｄ)技术与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
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ꎬ ＯＰＣＡＢ)治疗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的近中期临床结果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共 ２６ 例包括冠状动脉前降支病变在内的多支血管病变患者接受分站式杂交手术治疗ꎬ同
期 ６６５ 例实施 ＯＰＣＡＢꎬ均为包含前降支病变在内的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ꎮ 应用倾向性评分(ｐｒｏｐｅｎｓｉ￣
ｔｙ ｓｃｏｒｅ)方法ꎬ按 １:ｌ 比例匹配 ２６ 例患者与分站式复合技术组患者进行配对ꎬ分为 Ｈｙｂｒｉｄ 技术组和 ＯＰ￣
ＣＡＢ 组ꎮ 研究终点为患者随访期间的无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 (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ꎬＭＡＣＣＥ) 生存率ꎮ 结果:两组患者术前主要临床资料和冠状动脉造影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
两组患者均有前降支病变ꎮ 分站式杂交技术组的胸腔引流量(４９８ ± ２０６)ｍＬꎬ呼吸机辅助时间[(３ ５ ±
０ ５)小时ꎬ 平均 ＩＣＵ 滞留时间为 ２２ ５ 小时ꎬ均相应低于 ＯＰＣＡＢ 组分别为:(９８８ ± ８８)ｍＬꎬＰ ＝ ０ ０２ꎻ９ ６
小时ꎬＰ ＝ ０ ０３５ꎬ(４８ ６ ± ８ ６)小时ꎬＰ ＝ ０ ０１]ꎮ 经过平均(１８ ± ９ ２)个月的随访ꎬＨｙｂｒｉｄ 组与 ＯＰＣＡＢ 组

相比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２５)ꎮ 结论:分站式杂交技术在更小的创伤下ꎬ获得了与

常规 ＯＰＣＡＢ 相近的近中期临床效果ꎮ
[关键词] 　 冠心病ꎻ分站式杂交技术ꎻ冠状动脉搭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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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移植术(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ꎬ ＯＰＣＡＢ)是目前冠状动脉多支

病变的主要治疗方法[１]ꎬ由于其避免了体外循环ꎬ
减轻了手术创伤ꎬ促进了患者术后康复ꎬ尤其是对于

不能耐受体外循环的高危患者ꎬ更均有明显的优

势[１￣２]ꎮ 分站式杂交技术是将小切口冠状动脉搭桥

术(ＭＩＤＣＡＢ)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技术

相结合ꎬ分两期实施对多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进行

血运重建一种技术ꎮ 初步实践证明ꎬ分站式杂交技

术安全可行[３]ꎬ但对于冠状动脉多支病变的患者ꎬ
分站式杂交技术与 ＯＰＣＡＢ 孰优孰劣ꎬ目前国内外

尚缺乏相关研究ꎮ 本文旨在比较分站式复合技术与

ＯＰＣＡＢ 治疗多支冠状动脉病变患者的早中期临床

结果ꎬ优化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的临床治疗方法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共 ２６ 例包括冠状动脉前降支病变在内的多支血

管病变患者接受分站式杂交手术治疗ꎬ同期 ６６５ 例

实施 ＯＰＣＡＢꎬ均为包含前降支病变在内的冠状动脉

多支病变患者ꎬ对术前主要危险因素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计算倾向性评分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ꎬ采用最

邻近配比的方法按 １∶ １比例匹配 ２６ 例患者与一站

式复合技术组患者进行配对ꎬ分为分站式复合技术

组(Ｈｙｂｒｉｄ 组)和 ＯＰＣＡＢ 组ꎮ
２. Ｈｙｂｒｉｄ 手术适应证及手术方法　 (１)手术适

应证包括[４￣７]①前降支病变不适合行 ＰＣＩ(如严重钙

化、完全闭塞和分叉病变等)ꎬ且前降支血管远端管

腔直径 > １ ５ｍｍꎬ适合行 ＭＩＤＣＡＢꎬ同时非前降支病

变适合行 ＰＣＩꎮ ②合并或不合并非前降支冠状动脉

病变的ꎬ而不适合行 ＰＣＩ 的冠状动脉左主干病变ꎮ
③不适合常规 ＯＰＣＡＢ(如升主动脉钙化严重、(多)
器官功能失代偿及无适合的“桥”血管材料等)ꎬ同
时其他非前降支冠状动脉病变适合 ＰＣＩ 者ꎮ

(２)ＭＩＤＣＡＢ 实施方法:患者全身麻醉ꎬ双腔气

管插管ꎬ左胸部垫高 ３０°ꎬ经左前胸第四切口长约

６ｃｍꎬ在乳内动脉牵开系统(Ｄｅｌａｃｒｏｉｘ￣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ＦＥ￣
ＨＬＩＮＧ)辅助下游离左侧乳内动脉(ＬＩＭＡ)ꎬ观察 ＬＩ￣
ＭＡ 血流满意后应用 ８￣０ ｐｒｏｌｅｎｅ 缝线完成其与前降

支的端侧吻合ꎬ应用流量仪测定乳内动脉桥血流量ꎬ
流量满意后鱼精蛋白中和ꎬ放置胸腔引流管ꎬ关胸ꎮ

(３)ＭＩＤＣＡＢ 术后 ＰＣＩ 治疗:全组 ２６ 例患者均

于术后 １ ~ ４ 周内行 ＰＣＩ 治疗ꎬ共置入药物洗脱支架

４２ 枚ꎬ同期行左乳内动脉造影了解桥血管情况ꎮ 术

后根据患者病情给予抗血小板ꎬ降脂ꎬ扩冠ꎬ调整血

压、心率、血糖等ꎮ 由课题小组对患者进行术后指导

及随访ꎮ
３. 倾向性配对　 将接受分站式复合技术患者的

资料与接受 ＯＰＣＡＢ 患者的资料整合成一个数据

库ꎬ由于临床效果与术前特征、合并疾病情况和冠状

动脉病变程度等一系列因素相关ꎬ因此该数据库中

的这些变量均选为特征变量进行分析ꎬ整理数据资

料ꎬ然后以是否接受分站式复合技术为因变量ꎬ特征

变量为自变量ꎬ建立倾向评分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ꎬ并进

一步估计出各个研究对象的倾向评分ꎮ
４. 研究终点和随访研究终点和随访　 研究终点

为无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ꎬ包括心源性死亡、心肌

梗死(围术期心肌梗死及随访期间心肌梗死)、脑血

管意外(包括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可逆性

神经系统缺血病变)和靶血管再血管化(有缺血症

状且血管造影显示狭窄 > ５０％ )生存率ꎮ 随访通过

门诊、电话进行ꎬ所有患者术后均得到随访ꎬ平均随

访时间(１８ ± ９ ２)个月ꎮ
５.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ꎮ 连续性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采用 ｔ
检验或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ꎮ 分类变量以数量(构成

比)表示ꎬ采用卡方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术前临床资料比较　 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方

法ꎬ在 ＯＰＣＡＢ 中抽取 ２６ 例与分站式杂交技术组病

例进行匹配ꎬ两组患者术前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ꎮ
２. 分站式杂交技术组的胸腔引流量 (４９８ ±

２０６)ｍＬꎬ呼吸机辅助时间(３ ５ ± ０ ５)小时ꎬ 平均

ＩＣＵ 滞留时间为 ２２ ５ 小时ꎬ均相应的低于 ＯＰＣＡＢ
组分别为[(９８８ ± ８８)ｍＬꎬＰ ＝ ０ ０２ꎻ ９ ６ 小时ꎬＰ ＝
０ ０３５ꎬ (４８ ６ ± ８ ６)小时ꎬＰ ＝ ０ ０１]ꎮ 所有患者均

得到随访ꎬ经过平均(１８ ± ９ ２)个月随访ꎬＨｙｂｒｉｄ 组

１ 例患者术后 ４ 月因钝缘支狭窄、１ 例患者术后 ６ 个

月因右冠状动脉支架内狭窄再次接受 ＰＣＩ 手术ꎬ无
心肌梗死及死亡ꎮ ＣＡＢＧ 组有 １ 例脑血管事件ꎬ１ 例

再血管化事件ꎬ均由 ＰＣＩ 置入支架完成ꎮ 多支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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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病变患者行分站式复合技术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与

ＣＡＢＧ 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ꎮ

表 １　 分站式杂交技术组和 ＯＰＣＡＢ 组患者

基线资料[ｘ ± ｓꎬｎ(％ )]

　 　 基线特征
分站式杂交

技术组(ｎ ＝ ２６)
ＯＰＣＡＢ 组

(ｎ ＝ ２６)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４ ３ ± ８ ５ ５７ ２ ± ６ ４ ０ ６９
男性 １７(６５ ４) １８(６９ ２) ０ ２３
高血压病 １５(５７ ７) １３(５０) ０ ３２
既往心肌梗死病史 ６(２３ １) ７(２６ ９) ０ ５５
既往 ＰＣＩ 史 ４(１５ ４) ３(１１ ５) ０ ４９
糖尿病 ８(３０ ８) １０(３８ ５) １ ００
高脂血症 １１(４２ ３) １２(４６ ２) ０ ３３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２(７ ７) ４(１５ ４) ０ ２６
肾功能不全 １(３ ８) ０ ０ ６７
既往脑血管意外史 １(３ ８) ２(７ ７) ０ ２５
吸烟史 １０(３８ ５) １２(４６ ２) ０. ２５
外周血管病史 ３(１１ ５) ２(７ ７) ０ １４
左心室射血分数 / ％ ６０ ６ ± ７ ２ ５８ ６ ± ６ ５ ０ ６２
左主干病变 ４(１５ ４) ５(１９ ２) ０ ５０
两支病变 ９(３４ ６) １２(４６ ２) ０ １１
三支病变 １７(６５ ４) １４(５３ ８) ０ ５８

表 ２　 两组患者手术结果

　 　 项目
Ｈｙｂｒｉｄ 组

(ｎ ＝ ２６)
ＯＰＣＡＢ 组

(ｎ ＝ ２６)
Ｐ 值

胸腔引流量 / ｍＬ ４９８ ± ２０６ ９８８ ± ８８ ０ ０２
呼吸机辅助时间 / 小时 ３ ５ ± ０. ５ ９ ６ ± ７ ８ ０ ０３５
ＩＣＵ 滞留时间 / 小时 ２２ ５ ± １４. ０ ４８ ６ ± ８ ６ ０ ０１
脑血管意外 ０ １(３ ８４) ０ ２６
靶血管再血管化 ２(７ ６９) １(３ ８４) ０ ３７１

讨　 论

ＯＰＣＡＢ 的最大优势在于较高的乳内动脉￣前降

支(ＬＩＭＡ￣ＬＡＤ)血管桥的远期通畅率[８￣１２]ꎬ但手术创

伤大ꎬ术后肺部、神经系统及切口并发症多ꎻ对于前

降支以外的冠状动脉病变ꎬ有报道应用药物洗脱支

架 ＰＣＩ 的长期通畅率有可能优于大隐静脉[１１ꎬ１３￣１４]ꎬ
但对于 ＬＡＤꎬ其远期通畅率不及 ＬＩＭＡ￣ＬＡＤ 冠状动

脉搭桥ꎮ Ｈｙｂｒｉｄ 技术正是结合两以上两种冠状动脉

血运重建方式的优点ꎬ通过 ＭＩＤＣＡＢ 提供一条通畅

的 ＬＩＭＡꎬ而对非前降支病变则通过 ＰＣＩ 达到完全再

血管化ꎬ在保证完全血管化的前提下ꎬ最大程度的减

少手术创伤ꎬ降低围术期风险ꎬ降低远期再血管化

率ꎬ为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ꎮ
根据 ＭＩＤＣＡＢ 和 ＰＣＩ 的间隔时间ꎬ杂交技术分

为一站式和分站式两种ꎮ 一站式指的是在一个特定

的杂交手术室通过一次麻醉完成这两项治疗ꎬ需建

立专门的手术室ꎬ投资巨大ꎬ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

还无法推广ꎮ 另外ꎬ一站式杂交手术术中需服用氯

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ꎬ可能会增加外科术中出血

风险ꎻ鱼精蛋白中和肝素以及手术应激等是否会增

加支架内血栓形成风险目前还未可知ꎮ 分站式指的

是 ＭＩＤＣＡＢ 和 ＰＣＩ 在不同的手术场所来完成ꎬ中间

相隔几小时、几天或者数周ꎮ 勿需建立专门的杂交

手术室ꎬ易于在临床开展ꎮ 分站式 Ｈｙｂｒｉｄ 无论是先

行 ＰＣＩ 或是 ＭＩＤＣＡＢ 都存在一定的缺陷ꎮ 先行

ＭＩＤＣＡＢ 可为随后的 ＰＣＩ 提供部分血运保障ꎬ使得

ＰＣＩ 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得到改善[１５]ꎮ 目前的发展

趋势是以 ＭＩＤＣＡＢ 在前为主[１６]ꎬ而凌云鹏[３]、陈红

卫等[１７]研究建议对于靶血管为非前降支的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患者选择 ＰＣＩ 优先原则ꎬ而其它患者

建议先行 ＭＩＤＣＡＢꎮ 术中游离内乳动脉时应避免损

伤ꎬ游离长度应充分ꎬ术后应常规应用流量仪测定血

流量ꎬ确保桥血管通畅ꎮ
对于分站式杂交手术的适应证选择尤为重要ꎬ

而目前尚缺乏相关指南ꎬ可循的手术适应证如前述ꎮ
对于前降支病变严重适合行 ＭＩＤＣＡＢꎬ而非前降支

病变适宜行 ＰＣＩ 治疗的两支或 ３ 支病变患者是其最

佳的适应证ꎬ尤其是对于升主动脉或二尖瓣瓣环钙

化、高龄[１８]等具有明显体外循环高危因素的患者而

言ꎬ杂交手术获益最大[１９ ￣２１]ꎮ 本组患者采用左前胸

第四或第五肋间进胸ꎬ在特制的乳内动脉牵开系统

(ＦＥＨＬＩＮＧ、Ｄｅｌａｃｒｏｉｘ￣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辅助下游离 ＬＩＭＡ
后进行 ＬＩＭＡ￣ＬＡＤ 旁路移植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曲线ꎬ可较为迅速充分的游离 ＬＩＭＡꎬ较易为患者和

外科医生所接受ꎮ 缺点是一旦 ＬＩＭＡ 获取失败ꎬ有
可能转为正中常规切口进行手术ꎬ因此ꎬ术者应熟练

的掌握 ＬＩＭＡ 的解剖ꎬ且具有丰富的常规切口获取

ＬＩＭＡ 手术技能ꎮ
分站式杂交技术冠状动脉再血管化可以避免体

外循环ꎬ最大程度的保持了胸廓的完整性ꎬ创伤及术

后痛苦小ꎬ手术切口美观、隐蔽[２２￣２４]ꎮ 本组患者研

究结果显示ꎬ杂交手术较传统 ＯＰＣＡＢ 治疗冠状动

脉多支病变ꎬ可减少呼吸机辅助时间、ＩＣＵ 滞留时

间ꎬ同时也减少了术后出血量ꎬ降低了血液制品输注

的风险ꎬ近中期随访结果两种再血管化方式可以取

得相似的临床效果ꎬ两组间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及再血

管化并无差异ꎮ 分站式杂交技术治疗冠状动脉多支

病变安全有效ꎮ
本研究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的方法ꎬ选择了一

组与 Ｈｙｂｒｉｄ 组患者基线资料相似的 ＯＰＣＡＢ 患者进

行研究ꎬ减少了选择误差ꎮ Ｈｙｂｒｉｄ 技术避免了体外

２９８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１２



循环的应用ꎬ术中勿需大幅度的搬动心脏ꎬ更有利于

维持血流动力学的稳定[２５ꎻ同时避免了主动脉的操

作ꎬ理论上可以降低或避免主动脉操作所导致的脑

部并发症的发生[２６]ꎮ
本研究是回顾性队列研究ꎬ倾向性评分匹配仍

有一定的局限性ꎬ并不能代替随机对照临床试验ꎮ
另外ꎬ本研究是一项单中心研究ꎬ小样本量以及较少

的 ＭＡＣＣＥ 发生率对结果同样会产生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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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选择性导管溶栓治疗急性大面积肺动脉
血栓栓塞症

冯 海　 陈学明　 张志文　 李晨宇　 房 杰　 张 喆　 朱仁明　 于宏志

　 　 [摘要] 　 目的:探讨应用溶栓导管进行选择性肺动脉置管溶栓ꎬ治疗急性大面积肺动脉血栓栓塞

症的安全性及有效性ꎮ 方法:选取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间ꎬ符合标准的 ２６ 例患者ꎻ将溶栓导管

(Ｕｎｉ Ｆｕｓｅ ￣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选择性置入肺动脉血栓主体中ꎬ导管前端置放于目标肺段动脉ꎮ 溶栓方案为

术中推注尿激酶 ２５ 万 Ｕꎮ 术后以输液泵连接溶栓导管泵入尿激酶 ２５ ~ ￣５０ 万 Ｕ / ２４ 小时(溶解于

１ ０００ｍＬ０ ９％氯化钠液)进行持续溶栓 ７２ 小时ꎻ每间隔 ４ 小时推注溶栓液 ２０ｍＬꎮ 术后第 ４ 天再次行肺

动脉造影及测量肺动脉压(ｓＰＡＰ)ꎬ并拔除溶栓导管ꎮ 评价比较溶栓前后临床症状及客观指标ꎻ指标包

括休克指数(ｓｈ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ꎬＳＩ)、ｓＰＡＰ、外周动脉氧分压(ＰａＯ２)和米勒指数(ｍｉｌｌｅｒ ｉｎｄｅｘꎬＭＩ)ꎮ 结果:此组

男性 １６ 例ꎬ女性 １０ 例ꎻ年龄 １９ ~ ８２ 岁ꎬ平均年龄(４９ ９ ± １８ ８)岁ꎻ发病时间 ４ 小时 ~ ８ 天ꎮ 病变累及左

肺动脉 ８ 例ꎬ右肺动脉 １０ 例ꎬ双肺动脉 ８ 例ꎮ ２６ 例均获得技术成功ꎻ置管途径经股静脉 ２２ 例 /次ꎬ经右

锁骨下静脉 １２ 例 /次ꎻ８ 例双肺动脉栓塞者同期分别向左右肺动脉置入溶栓导管各 １ 根ꎮ 溶栓后呼吸困

难、咳嗽不同程度缓解ꎬ胸痛、喀血及晕厥均消失ꎬ无呼吸困难一过性加重者ꎬ临床成功率为 １００％ ꎮ ＳＩ
由[术前(１ ７４ ± ０ ３８)降至术后(０ ７１ ± ０ ０９)ꎬＰ < ０ ０１]ꎬＰａＯ２ 由[术前(５２ ７８ ± ６ ９２)％ 升至术后

(８５ ９８ ± ５ ９１)％ ꎬＰ < ０ ０１]ꎬｓＰＡＰ 由[术前(６５ １９ ± ８ ２２)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降至术后(３４ ４２
± ４ ０５)ｍｍＨｇꎬＰ < ０ ０１]ꎬＭＩ 由[术前(０ ６９ ± ０ ０９)降至术后(０ ３３ ± ０ ０６)ꎬＰ < ０ ０１]ꎮ 平均每例尿激

酶用量(１２９ ８１ ± ２２ ３８)万 Ｕꎮ 术中有 ２ 例在导丝通过右心室时出现一过性室性期前收缩ꎬ其前端到达

肺动脉后早搏消失ꎻ术后并发症包括穿刺部位血肿 ２ 例ꎬ拔除鞘管后加压包扎而愈ꎻ消化道出血 １ 例ꎬ均
经保守治疗而愈ꎬ未予以输血ꎮ 结论:选择性肺动脉置管溶栓对于急性大面积肺动脉血栓栓塞症提供了

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ꎮ
[关键词] 　 肺动血栓栓塞症ꎻ休克ꎻ导管介入治疗ꎻ溶栓ꎻ尿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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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ｌ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 ｓｈ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 (ＳＩ)ꎬ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 ｓＰＡＰ)ꎬ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ａＯ２)ꎬ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ＭＩ)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ｉｘｔ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ｅｎ ｗｏｍｅｎ (４９ ９ ± １８ ８)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ꎻ ｔｉｍｅ ｔｏ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５０ ２ ± ２８ ５ｈ).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ｓｉｓꎬ ｄｙｓｐｎ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ｕｇｈ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ｏ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ꎻ ｃｈｅｓｔ ｐａｉｎꎬ ｈｅｍｏｐｔｙ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ｓｙｎｃｏｐ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ꎬ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１００％ ｗ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ｌ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４９８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１２



ＳＩ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１ ７４ ± ０ ３８)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０ ７１ ± ０ ０９)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 < ０ ０１)ꎻ ＰａＯ２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５２ ７８ ± ６ ９２) ｍｍＨｇ ｔｏ (８５ ９８ ± ５ ９１) ｍｍＨｇ (Ｐ < ０ ０１)ꎻ ｓＰＡＰ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６５ １９
± ８ ２２) ｍｍＨｇ ｔｏ (３４ ４２ ± ４ ０５) ｍｍＨｇ (Ｐ < ０ ０１)ꎻ Ｍ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ｆｒｏｍ (０ ６９ ± ０ ０９) ｔｏ (０ ３３ ± ０ ０６)
(Ｐ < ０ ０１). Ｍｅａｎ ｔｏｔａｌ ｕｒｏｋｉｎａｓ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ｗｅｒｅ １ꎬ２９８ꎬ０００ ＩＵ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２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ｓｉｔｅ ｈｅｍａｔｏｍａ (ｃｕｒｅｄ ｂ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ａｎｄａｇｅ) ａｎｄ １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ｈｅｍｏｒ￣
ｒｈａｇｅ (ｈｅａｌ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ｓｉｓ ｍａｙ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ｏｕ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
ｂｏｌ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ꎻ Ｓｈｏｃｋꎻ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ꎻ Ｔｈｒｏｍ￣
ｂｏｌｙｓｉｓꎬ Ｕｒｏｋｉｎａｓｅ

　 　 急性大面积肺动脉血栓栓塞症(ＡＭＰＴＥ)指发

生于 ２ 周之内的重症肺栓塞ꎬ临床可表现为心源性

休克或严重低血压表现:收缩压 < 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 或 在 １５ 分 钟 内 下 降 幅 度 超 过

４０ｍｍＨｇꎻ影像为 ＣＴ 或 ＭＲ 显示主肺动脉或超过 ２
个肺叶以上的肺栓塞ꎬ并在肺动脉造影中得到证

实[１￣２]ꎻ其 ３０ 天的病死率达 ３０％ [３]ꎮ
本文系统性回顾分析了在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

科住院ꎬ存在相对溶栓禁忌并且不适合进行肺动脉

切开取栓的 ＡＭＰＴＥ 患者ꎬ行以选择性肺动脉置管

溶栓ꎬ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ꎮ

资料与方法

１. 资料选择 　 回顾性分析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间ꎬ因急性肺栓塞而行肺动脉造影的 ９２
例患者ꎻ此研究的入选标准为经肺动脉造影证实累

及主肺动脉的 ＡＭＰＴＥ(ＭＩ > ０ ６)ꎬ均伴存下肢深静

脉血栓ꎻ临床呈不稳定血流动力学表现(ＳＩ > ０ ９)ꎻ
并且存在相对溶栓禁忌和不适合肺动脉切开取栓的

患者ꎻ符合此标准者共 ２６ 例ꎮ
２. 手术方法　 术中先行下腔静脉滤器置入ꎬ后

行肺动脉造影ꎬ并以测压管测量 ｓＰＡＰꎬ然后将溶栓

导管(Ｕｎｉ Ｆｕｓｅ ￣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Ｕｎｉｆｕｓｅꎻ Ａｎｇｉ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ꎻ Ｑｕｅｅｎｓｂｕｒｙꎬ ＮＹ)选择性置入肺动脉血栓主

体中ꎬ将溶栓导管前端置放于主要肺栓塞部位目标

肺段动脉ꎮ 溶栓方案为术中推注尿激酶 ２５ 万 Ｕ(溶
解于 ０ ９％氯化钠液 ５０ｍＬ / ５ 分钟)(南京南大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ꎮ 术后以输液泵连接溶栓导管泵入

尿激酶 ２５ ~ ５０ 万 Ｕ / ２４ 小时(１ ０００ｍＬ ０ ９％氯化钠

液)进行持续溶栓 ７２ 小时ꎻ每间隔 ４ 小时推注溶栓

液 ２０ｍＬꎮ 术后第 ４ 天再次行肺动脉造影及测量

ｓＰＡＰꎬ并拔除溶栓导管ꎻ评价溶栓后临床症状及客

观指标ꎮ
３. 溶栓导管特点 　 溶栓导管(Ｕｎｉ Ｆｕｓｅ ￣ ｉｎｆｕ￣

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为 ５Ｆ 直径ꎬ经 ０ ０３５ 英寸导丝导入(图
１)ꎮ 其特点为有效溶栓长度为前端的 １０ ~ ４０ｃｍ 范

围(可依据病变长度选择ꎬ两端有金属标记便于透

视下准确定位)ꎬ此范围导管侧壁有大量微孔ꎻ导管

内配有前端球形的阻隔导丝ꎬ可堵塞其前端端孔ꎬ并
给予其良好支撑塑形不易移位ꎮ

图 １　 溶栓导管的头端

４. 技术成功定义　 透视下将溶栓导管选择性置

入肺动脉血栓主体中ꎬ并将溶栓导管前端置放于目

标肺段动脉ꎮ 溶栓前后客观评估指标包括休克指数

[ＳＩꎬ心率(次 /分钟) /血压(ｍｍＨｇ)]、肺动脉收缩压

(ｓＰＡＰ)、ＰａＯ２ 和 Ｍｉｌｌｅｒ 指数(ＭＩ)ꎮ Ｍｉｌｌｅｒ 计数用于

造影时评估肺动脉栓塞程度ꎬ分数越高反应肺动脉

栓塞程度越重ꎬ双肺计数范围从 ０ ~ ３４ 分[４]ꎮ ＭＩ 是
Ｍｉｌｌｅｒ 计数 / ３４ꎬ范围 ０ ０ ~ １ ０ꎻ大量肺栓塞定义为

ＭＩ > ０ ６[５]ꎮ 影像学成功定义为ꎬＭＩ 在溶栓后自基

线水平明显下降ꎮ 血流动力学状态依据溶栓前后的

ＳＩ 进行评估ꎻ严重血流动力学损害指 ＳＩ≥０ ９ꎬ此为

评定临床危重患者的重要参数标准ꎻ明显血流动力

学改善指治疗后 ＳＩ 降至 < ０ ９ 水平ꎮ 临床治疗成

功定义为血流动力学各参数达稳定水平、休克状态

解除、完全脱离机械通气及存活出院ꎮ
５. 肺动脉置管溶栓的严重并发症定义　 在溶栓

过程中有如下状况:需输血治疗的出血、心肺结构的

穿孔性损伤、造影剂过敏性休克、右心传导阻滞、肺
动脉高压的进一步加重、低氧血症加重、休克状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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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致死ꎻ轻微并发症定义为如下状况:导管诱导的

一过性心律失常、轻微造影剂反应、不需要输血治疗

的轻微出血ꎮ
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包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ꎮ 溶栓前后所得各组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应用配对 ｔ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一般临床资料　 符合入组标准的 ２６ 例中ꎬ男
性 １６ 例ꎬ女性 １０ 例ꎻ年龄 １９ ~ ８２ 岁ꎬ平均年龄

(４９ ９ ± １８ ８)岁ꎻ发病时间 ４ 小时 ~ ８ 天ꎮ 症状包

括胸闷、气憋 ２２ 例(８４ ６％ )ꎬ胸痛 １８ 例(６９ ２％ )ꎬ
咳嗽 １２ 例(４６ ２％ )ꎬ咯血 ３ 例(１１ ５％ )ꎬ晕厥 ３ 例

(１１ ５％ )ꎮ 溶栓前 ２５ 例(９６ ２％ ) 合并肺动脉高

压ꎻ２２ 例 ( ８４ ６％ ) 合 并 右 心 功 能 不 全ꎻ ８ 例

(３０ ８％ )需要机械通气支持ꎻ６ 例(２３ １％ )在气管

插管基础上并应用心血管活性药物维持生命体征ꎮ
病变累及左肺动脉 ８ 例ꎬ右肺动脉 １０ 例ꎬ双肺动脉

８ 例ꎮ
２. 手术经过　 ２６ 例均获得技术成功ꎻ置管途径

经股静脉 ２２ 例 /次ꎬ经右锁骨下静脉 １２ 例 /次ꎻ８ 例

双肺动脉栓塞者同期分别向左右肺动脉置入溶栓导

管各 １ 根ꎮ 单肺动脉置管需 ４ ~ １０ 分钟ꎬ平均(７ ５３
± ２ １７)分钟ꎬ双肺动脉置管需 ８ ~ ２６ 分钟ꎬ平均

(１２ ３４ ± ４ ８２)分钟ꎮ 操作过程中有 ２ 例患者出现

一过性室性早搏ꎬ未出现血流动力学异常ꎬ导丝前端

到达肺动脉后早搏消失ꎮ

图 ２　 患者影像学图像　 男性 ４６ 岁ꎬ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中突发胸闷、晕厥ꎻ ａ: 胸部 ＣＴ 显示肺动脉主干长块状

血栓(箭头所示)ꎻ ｂ: 肺动脉造影显示肺动脉主干长块状充盈缺损(箭头所示)ꎻｃ: 溶栓７２ 小时后肺动脉造影显示

充盈缺损消失ꎻ ｄ:术后 ２ 周胸部 ＣＴ 显示肺动脉主干血栓消失

术中经溶栓导管推注尿激酶过程中ꎬ患者无胸

闷加重、血氧饱和度(ＳａＯ２)下降及 ＳＩ 升高的表现ꎻ
即刻溶栓后外周动脉收缩压从(７２ ３５ ± １０ ５２)ｍｍ￣
Ｈｇ 升高至(７８ ８１ ± ９ １４) ｍｍＨｇ(Ｐ < ０ ０１)ꎬＳａＯ２

从(８７ ２３ ± ２ ４５)％ 升高至(８９ ８１ ± １ ９８)％ (Ｐ <
０ ０１)ꎬ心率从(１２３ ４ ± １２ ０)次 /分钟降至(１１２ ７
± ７ ４) 次 /分钟(Ｐ < ０ ０１)ꎮ

溶栓 ７２ 小时后 ２６ 例患者呼吸困难、咳嗽不同

程度缓解ꎬ胸痛、喀血及晕厥均消失ꎻ８ 例应用机械

通气者在术后 ２４ ~ ４８ 小时呼吸状况改善后拔出气

管插管ꎬ改为面罩给氧自主呼吸ꎻ６ 例应用心血管活

性药物者在术后 ２４ ~ ４８ 小时生命体征好转后逐渐

减量停用ꎮ 尿激酶用量(１２９ ８１ ± ２２ ３８)万单位ꎻ
２６ 例患者的 ３４ 条溶栓导管均成功取出ꎮ

３. 术后并发症包括术后第 ２ 天穿刺部位血肿 ２
例ꎬ经压迫止血而愈ꎻ术后第 ３ 天小量消化道出血 １
例ꎬ停止溶栓未经输血而愈ꎮ

４. 影像变化 　 图 ２ 显示 １ 例患者的影像学图

像ꎮ 此研究的客观评价指标与术前相比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ꎻ并且各生命体征呈现持

续好转表现ꎮ 溶栓停止后ꎬ继续低分子肝素抗凝治

疗ꎻ术后 １０ ~ １４ 天中有 １６ 例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

解除后ꎬ成功将滤器取出ꎮ 术后继续长期华法林抗

凝治疗ꎬ１８ 例患者得到随访ꎬ随访 １４ ~ ５０ 个月ꎬ平
均(２８ ２ ± １２ ６)个月ꎬ无肺动脉栓塞症状复发者ꎬ
无右心功能不全患者ꎻ超声心动图随访仅有轻度肺

动脉压增高者 ３ 例(１１ ５％ )ꎬ无肺栓塞相关死亡

病例ꎮ

表 １　 溶栓前后各评价指标的比较(ｘ ± ｓ)
　 项目 术前 术后 ｔ 值 Ｐ 值

ＳＩ １ ７４ ± ０ ３８ ０ ７１ ± ０ ０９ １２ ８８２ ０ ０００
ＰＯ２ / ％ ５２ ７８ ± ６ ９２ ８５ ９８ ± ５ ９１ １６ ９０９ ０ ０００
ＰＡＰ / ｍｍＨｇ ６５ １９ ± ８ ２２ ３４ ４２ ± ４ ０５ １４ ８７７ ０ ０００
ＭＩ ０ ６９ ± ０ ０９ ０ ３３ ± ０ ０６ １４ ８２７ ０ ０００

讨　 论

ＡＭＰＴＥ 发病机制系肺动脉内大量血栓阻断血

流造成肺动脉压骤然升高ꎬ因此快速恢复肺动脉血

流是防止猝死的关键[６]ꎻ其常规治疗为经外周静脉

系统溶栓ꎬ由于溶栓药物的用量较大ꎬ出血并发症发

生率高[７]ꎻ对于存在溶栓禁忌者ꎬ传统处理为肺动

脉切开取栓ꎬ但此大型开胸手术存在围手术期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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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率及术后高病死率ꎮ 随着腔内治疗的开展ꎬ导
管介入治疗(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ＣＤＩ)由

于其微创有效的特点ꎬ对于不适合系统溶栓及肺动

脉切开取栓的 ＡＭＰＴＥ 患者ꎬＣＤＩ 逐渐成为新的治疗

选择[８￣１０]ꎮ
常规 ＣＤＩ 技术包括导管取栓、碎栓及吸栓等方

法ꎬ并根据术中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局部溶栓ꎻ此技术

可在中心肺动脉内迅速减少血栓负荷ꎬ并可迅速降

低肺循环阻力 [１１￣１２]ꎮ 但常规 ＣＤＩ 技术主要存在如

下缺点:①导管碎栓可使破碎的栓子在原未栓塞的

远端肺动脉造成新的栓塞ꎬ从而进一步增加右心负

荷ꎻ②缺血的肺组织迅速恢复血流可引起再灌注损

伤ꎬ由此可降低其氧合能力ꎻ③潜在肺动脉壁及心脏

结构损伤的风险[８]ꎻ④新近出现的吸栓碎栓设备费

用高昂[１３]ꎮ 当前已有开展的肺动脉置管溶栓仅仅

是将猪尾管留置在肺动脉主干中而未将其置入血栓

内部ꎬ缺少机械性血栓冲击ꎬ溶栓效果欠理想ꎮ
为了避免常规 ＣＤＩ 的弊端ꎬ我们创新性地设计

了将应用于外周血管的溶栓导管ꎬ选择性的将其置

放于目标肺动脉来进行溶栓的治疗方法ꎬ而不进行

碎栓、吸栓等操作ꎮ
选择性导管溶栓为ꎬ将溶栓导管直接插入目标

肺动脉血栓中ꎬ操作相对简单ꎬ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

成ꎬ此组单肺动脉置管平均仅需 ７ ５３ 分钟ꎬ双肺动

脉仅 １２ ３４ 分钟ꎮ 操作过程中有 ２ 例出现一过性室

性期前收缩ꎬ未出现血流动力学异常ꎬ将导丝前端送

达肺动脉后期前收缩消失ꎻ说明在导丝导管经右心

进入肺动脉的过程是安全的ꎮ
在将导丝及溶栓导管在目标血管中前行通过血

栓的过程中ꎬ患者未出现血压下降、心率增快及血氧

饱和度下降等生命体征的恶化表现ꎬ说明操作中未

出现肺动脉内血栓破碎导致远端新的栓塞ꎬ有效的

避免了应用导管对血栓搅动碎栓及吸栓所致的再栓

塞弊端ꎮ
溶栓导管内配有前端球形的阻隔导丝ꎬ以堵塞

其前端端孔ꎻ此设计特点在于经侧孔将溶栓药物呈

喷雾状射出ꎬ对血栓可进行轻微冲击利于溶栓药物

与血栓的接触ꎻ此方法不仅包括药物的化学溶栓作

用ꎬ还有机械性加压将药物浸入血栓的作用ꎮ 此组

所有患者经溶栓导管推注尿激酶 ２５ 万单位进行溶

栓后各临床症状均有所改善ꎬ并且此过程中生命体

征持续改善ꎬ无一过性降低表现ꎬ充分说明了导管溶

栓的有效性ꎬ同时又能减少肺组织的缺血再灌注损

伤表现ꎮ 并且对于发病在 ７２ 小时内的新鲜血栓ꎬ其

溶栓效果越显明显ꎮ
为了充分利用溶栓导管的特点ꎬ我们后续的溶

栓方案中将尿激酶溶解在大量的 ０ ９％氯化钠液中

持续泵入ꎬ并间断 ４ 小时推注 ２０ｍＬ 溶栓液ꎬ其目的

为通过机械性加压将溶栓液团雾状喷出而进一步增

加药物与血栓的接触ꎬ从血栓内部充分溶解血栓ꎬ避
免经外周静脉溶栓时药物经血栓表面通过ꎬ溶栓效

率低下的弊端ꎮ 并且对于双肺动脉栓塞者ꎬ可同时

向双肺动脉分别置入溶栓导管ꎬ进一步提高溶栓效

率ꎮ 经过 ７２ 小时的溶栓ꎬ需应用呼吸机及心血管活

性药物者均成功脱离呼吸及药物辅助治疗ꎬ呼吸困

难症状消失ꎻ术后各客观指标如 ＳＩ、ＰＡＰ、ＰａＯ２ 和 ＭＩ
均明显改善(表 １)ꎬ与术前比较均具统计学意义ꎻ并
且生命体征呈持续性改善表现ꎬ充分说明导管局部

溶栓的良好效果[１４]ꎮ
选择性导管接触溶栓可将溶栓药物直接注入血

栓中而提高药物浓度ꎻ从而可缩短溶栓时程、减少药

物用量ꎻ与系统溶栓相比ꎬ理论上可降低出血并发症

的发生ꎮ 此组术中即刻及术后 ７２ 小时每例的平均

尿激酶总用量为 １２９ ８ 万 Ｕꎬ溶栓药物总量的类似

于外周静脉系统溶栓方案(尿激酶 ４ ４００Ｕ / ｋｇꎬ 静脉

注射 １０ 分钟 ＋ ２ ２００Ｕｋｇ － １ｈ － １ꎬ 持续静脉泵入 １２
小时或 ２０ ０００Ｕ / ｋｇꎬ持续静脉泵入 ２ 小时ꎬ或重组组

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ｒｔＰＡ: ５０ ~ １００ｍｇ 持续静脉滴

注 ２ｈ)ꎬ但由于用药时程较长ꎬ其出血并发症远低于

外周静脉的尿激酶或 ｒｔＰＡ 溶栓方案[１５￣１６]ꎮ 此组术

后仅 ３ 例出血并发症ꎬ其中术后第 ２ 天穿刺部位血

肿 ２ 例ꎬ经压迫止血而愈ꎻ术后第 ３ 天少量消化道出

血 １ 例ꎬ停止溶栓未经输血而愈ꎬ未发生中枢性出血

及需输血治疗的大出血并发症ꎮ 充分显示了对此类

危重患者行选择性导管溶栓的安全性ꎮ
此组 ３４ 条溶栓导管在 ３ 天的溶栓过程中无折

断、移位等不良事件发生ꎬ并且均能顺利取出ꎬ充分

显示了其材料安全性ꎮ 并且此溶栓导管费用不高ꎬ
临床容易获取ꎮ

ＡＭＰＴＥ 存活者由于肺内残留血栓多数遗留慢

性肺动脉高压及右心功能不全ꎻ此组 １８ 例得到随访

的患者中ꎬ平均随访 ２８ ２ 个月ꎬ无右心功能不全者ꎻ
超声心动图随访仅有轻度肺动脉压增高者 ３ 例

(１１ ５％ )ꎻ充分显示了急性期选择性导管溶栓的有

效性ꎬ并避免了后期慢性肺动脉高压的困扰ꎮ 此研

究存在不足之处:①非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ꎻ②病例

数较少ꎬ随访时间较短ꎮ
总之ꎬ选择性肺动脉置管溶栓对于急性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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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血栓栓塞症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选

择ꎻ尤其适用于存在相对溶栓禁忌及不能耐受肺动

脉切开取栓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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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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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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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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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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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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阐明影像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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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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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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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是本书的亮点之一ꎮ

本书编者收集国内外诸多相关文献资料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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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结合自身临床工作经验ꎬ图文并茂ꎬ层次清晰、数易其稿完成这部专著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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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欢迎订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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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体外膜肺氧合辅助院内难治性心脏骤停
患者转归的预测指标

江春景　 杨 峰　 郝 星　 邢智辰　 徐 博　 杜中涛　 邢家林　 侯晓彤∗

　 　 [摘要] 　 目的:总结体外支持心肺复苏(ＥＣＰＲ)治疗院内心脏骤停( ＩＨ￣ＣＡ)效果及风险因素ꎮ 方

法:回顾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本中心 ＩＨ￣ＣＡ 的 ＥＣＰＲ 患者ꎬ按体外膜肺氧合(ＥＣＭＯ)辅助结果

分为出院存活组和死亡组ꎬ统计分析所收集的基本临床资料ꎬ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可能影响辅

助结果的预测指标ꎮ 结果:共 ４６ 例患者ꎬ３７ 例男性(８０ ４％ )ꎬ平均年龄(５８ ２ ± １２ ８)岁ꎬ平均辅助时间

(１０７ ９ ± ５６ ６)小时ꎮ ２５ 例成功脱机(５４ ３％ )ꎬ其中 １３ 例存活出院(２８ ３％ )ꎮ ＥＣＭＯ 辅助后 １２ 小时

[(６ ２ ± ２ ０)ｖｓ. (１０ ６ ± ４ ６)小时ꎬ Ｐ < ０ ０５]和 ２４ 小时[(４ ６ ± ３ ２) ｖｓ. ( ７ ２ ± ４ ７)小时ꎬ Ｐ < ０ ０５]
出院存活组乳酸均明显低于死亡组ꎬ另外ꎬ出院存活组急性肾损伤(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ＡＫＩ)的发生率明

显低于死亡组(Ｐ < ０ ０５)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 ＥＣＭＯ 后ꎬ１２ 小时乳酸是影响 ＥＣＭＯ 辅助结果

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 ＝ ０ ２１ꎬ ９５％ ＣＩ:０ ０５ ~ ０ ８７ꎬ 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相比传统心肺复苏(ＣＣＰＲ)ꎬＥＣＰＲ
可明显提高 ＩＨ￣ＣＡ 患者的生存率ꎮ ＥＣＭＯ 辅助早期(２４ 小时内)高乳酸以及辅助期间并发 ＡＫＩ 可能与

ＥＣＰＲ 患者预后有关ꎬ另外ꎬ辅助后 １２ 小时乳酸是影响 ＥＣＰＲ 患者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ꎮ
[关键词] 　 体外支持心肺复苏ꎻ传统心肺复苏ꎻ体外膜肺氧合ꎻ 院内心脏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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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ｗｅａ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ＣＭＯ (５４ ３％ )ꎬ ａｎｄ １３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２８ ３％ ).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ＭＯ １２ｈ[(６ ２ ± ２ ０)ｖｓ. (１０ ６ ± ４ ６)ｈꎬ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２４ｈ[(４ ６ ± ３ ２)ｖｓ. ( ７ ２ ± ４ ７)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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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ＣＰＲ)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Ｈ￣ＣＡ. Ｔｈｅ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ｏｆ ＥＣＰ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Ｋ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Ｍ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ａｙ ｂｅ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ＥＣＰＲꎬ ａｎｄ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ＭＯ １２ｈ ｗ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ꎻ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ꎻ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ｒｒｅｓｔꎬ

　 　 院内心脏骤停 ( 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ｒｒｅｓｔꎬ ＩＨ￣
ＣＡ)是导致院内猝死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虽然ꎬ心肺

复苏水平从基本生命支持(ｂａｓｉｃ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ＢＬＳ)
发展到高级生命支持(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ＡＬＳ)
且不断完善ꎬ但是突发的 ＩＨ￣ＣＡ 仍保持很高的病

死率[１￣２]ꎮ
体外膜肺氧合(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ａｔｉｏｎꎬ ＥＣＭＯ)作为暂时代替心肺工作的机械辅助装

置ꎬ为等待进一步治疗和心肺功能恢复提供生命的

支持[３]ꎮ 对于无法心肺复苏或仅能短暂复苏而无

法建立有效自主循环(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ꎬ ＲＯＳＣ)的 ＣＡ 患者ꎬ相比传统心肺复苏手段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ＣＣＰＲ)ꎬ
体外支持心肺复苏 (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ＥＣＰＲ)可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率[４￣５]ꎮ
２０１０ 年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指南中提出在 ＣＣＰＲ
复苏失败和心血管紧急事件过程中ꎬＥＣＰＲ 应该得

以应用[６]ꎮ 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世界体外生命支持组织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ＥＬＳＯ)统计:
截至目前ꎬ全球共有 ６９ １１４ 例 ＥＣＭＯ 患者ꎬ总存活

率为 ５９％ ꎬ其中成人 ＥＣＰＲ 患者出院存活率约为

３０％ ꎬ而婴幼儿和儿童存活率可高达 ４１％ [７]ꎮ
ＩＨ￣ＣＡ 均是紧急事件ꎬ如何提高 ＥＣＰＲ 患者的

生存率已成为近些年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ꎮ 因此ꎬ
本文章将系统性回顾本中心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院内 ＩＨ￣ＣＡ 而行 ＥＣＰＲ 患者的应用情况ꎬ以及

分析哪些危险因素可能影响该群患者 ＥＣＭＯ 辅助

的结果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临床资料　 选取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成人危重症

中心所有 ＩＨ￣ＣＡ 而行 ＥＣＰＲ 的患者ꎮ 排除标准:
ＥＣＭＯ 建立失败ꎻ辅助时间 < ２４ 小时ꎻ动脉夹层或

动脉瘤基础疾病患者ꎮ
(１) ＥＣＭＯ 建立:环路由离心泵(Ｍａｑｕｅｔꎬ Ｈｉｒ￣

ｒｌｉｎｇｅｎꎬ 德国)或(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ꎬ Ｉｎｃꎬ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ꎬ ＭＮꎬ
美国)、膜式氧合器(Ｍａｑｕｅｔꎬ Ｈｉｒｒｌｉｎｇｅｎꎬ 德国)或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ꎬ Ｉｎｃꎬ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ꎬ ＭＮꎬ 美国)、股动脉和

股静脉插管 (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ｕꎬ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ꎻ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ꎬ
ＭＮꎬ 美国)、变温水箱、空氧混合仪以及氧饱和度监

测仪组成ꎮ 所有患者均采用直视下切开股部插管方

式建立ꎮ
(２)ＥＣＭＯ 管理:调整流量以维持 ＳＶＯ２≥７０％ ꎬ

平均压 ５０ ~ ６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ＥＣＭＯ
膜式氧合器膜后血氧分压≥３００ｍｍＨｇꎮ 呼吸机机

械通气采用保护性肺通气方法ꎮ ＥＣＭＯ 辅助期间无

活动性出血应持续泵入肝素ꎬ使激活凝血酶原时间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ｌｏｔ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ꎬ ＡＣＴ)维持在 １６０ ~ ２００ 秒ꎮ
(３)ＥＣＭＯ 停机指征:使用小剂量正性肌力和

血管活性药物即可维持血流动力稳定ꎻ床旁超声心

动检查结果提示心脏室壁远动良好ꎬ左心室射血分

数(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ꎬ ＬＶＥＦ)≥４０％ ꎮ
撤机时在 ＥＣＭＯ 环路动￣静脉之间连接“桥”ꎬ试停

观察 ６０ 分钟ꎬ评估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和全身各器

官灌注情况ꎬ如病情平稳ꎬ床旁撤除股动静脉 ＥＣＭＯ
插管和远端灌注管ꎬ并修补血管ꎮ

２. 临床资料处理　 将 ＥＣＰＲ 患者按辅助结果分

为出院存活组和死亡组ꎬ比较两组基本资料以及

ＥＣＭＯ 前和辅助期间情况ꎬ并分析影响 ＥＣＭＯ 辅助

转归的相关危险因素ꎮ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２２ ０ 统计软件ꎬ

所有计量数据均用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ꎬ采用 ｔ 检
验ꎮ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ꎬ两总

体方差不齐时采用秩和检验.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基本资料　 共 ４６ 例患者入组ꎬ其中 ２５ 例患

者(５４ ３％ )成功脱离 ＥＣＭＯꎬ１３ 例(２８ ３％ )存活出

院ꎮ 其中ꎬ原发疾病绝大多数是冠心病 (３９ 例ꎬ
８４ ８％ )ꎮ ＥＣＰＲ 主要地点是手术室和 ＩＣＵꎬ各 １８ 例

和 ２１ 例ꎬ其次是病房(５ 例)和急诊室(２ 例)ꎮ ４０
例(８７％ )患者联合应用主动脉内气囊反搏( ｉｎｔｒａ￣
ａｏｒｔｉｃ ｂａｌｌｏｎ ｐｕｍｐꎬ ＩＡＢＰ)辅助治疗ꎮ

在两组患者中ꎬＥＣＭＯ 辅助前乳酸值无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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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ＥＣＭＯ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ｘ ± ｓꎬｎ(％ )]
　 　 项目 总数(ｎ ＝ ４６) 出院存活组(ｎ ＝ １３) 死亡组(ｎ ＝ ３３) Ｐ 值

性别(男 / 女) ３７ / ９ １３ / ０ ２４ / ９ ０ ０９２
年龄 / 岁 ５８ ２ ± １２ ８(１７ ~ ７６) ５９ ５ ± ９ ９(４１ ~ ７６) ５７ ６ ± １３ ８(１７ ~ ７６) ０ ６５５
体质量 / ｋｇ ６８ ２ ± １３ １(４１ ~ ９９) ７０ ５ ± １１ ９(５４ ~ ９２) ６７ ３ ± １３ ７(４１ ~ ９５) ０ ４６３
体质量指数 / (ｋｇ / ｍ２) ２４ ０ ± ４ ３(１６ ４ ~ ３３ ８) ２４ ４ ± ４ １(１９ ４ ~ ３３ ８) ２３ ８ ~ ４ ３(１６ ４ ~ ３２ ９) ０ ６３６
体表面积 / ｍ２ １ ７４ ± ０ １９(１ ３０ ~ ２ １０) １ ７８ ± ０ １６(１ ５０ ~ ２ ００) １ ７３ ± ０ ２０(１ ３０ ~ ２ １０) ０ ４６４
糖尿病(是 / 否) ２３(５０ ０) ６(４６ ２) １７(５１ ５) ０ ７４３
高血压(是 / 否) ２４(５２ ２) ６(４６ ２) １８(５４ ５) ０ ６０８
乳酸水平 / (ｍｍｏｌ / Ｌ)
　 辅助前

　 辅助后 １２ 小时

　 辅助后 ２４ 小时

１３ ８ ± ５ ２(５ ５ ~ ２６ ０)
９ ３ ± ４ ５(３ ４ ~ ２２ ０)
６ ４ ± ４ ５(０ ７ ~ ２０ ０)

１４ ０ ± ５ ４(６ ３ ~ ２０ ０)
６ ２ ± ２ ０
４ ６ ± ３ ２

１３ ７ ± ５ １(５ ５ ~ ２６ ０)
１０ ６ ± ４ ６
７ ２ ± ４ ７

０ ８６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０∗

疾病诊断

　 ＣＡＤ
　 ＣＨＤ
　 ＶＤ
　 ＣＡＤ ＋ ＶＤ

３９(８４ ８)
１(２ ２)
４(８ ７)
２(４ ３)

ＩＣＵ 时间 / 天 ９ １ ± ６ ９(２ ~ ３５) ９ ２ ± ３ ３(６ ~ １７) ９ １ ± ７ ９(２ ~ ３５) ０ ９４１
呼吸机使用时间 / 小时 １６６ ８ ± １１８ ２(２３ ~ ４８０) １６５ ２ ± ９５ ０(２４ ~ ３６８) １６７ ４ ± １２７ ６(２３ ~ ４８０) ０ ９５６
输血量

　 红细胞 / Ｕ １８ ３ ± １０ ４(２ ~ ４６) １７ ８ ± ９ ４(２ ~ ３８) ２０ ９ ± １５ ７(４ ~ ４６) ０ １１０
　 血浆 / ｍＬ ２４２９ ± １６３３(４００ ~ ７８００) ２１６４ ± １１０３(４００ ~ ４１００) ２６９３ ± １１２２(１０００ ~ ７８００) ０ ３６８
　 血小板 / Ｕ ５ ８ ± ４ １(０ ~ １６) ４ ３ ± ２ ０(０ ~ １３) ７ ２ ± ８ １(０ ~ １６０ ０ ０８５
术前心脏超声

　 ＬＶＥＦ / ％ ５６ ５ ± １０ ４(３０ ~ ７３) ５８ ０ ± ９ ９(３７ ~ ７３) ５５ ９ ± １０ ６(３０ ~ ７２) ０ ５５２
　 ＬＶＥＤ / ｍｍ ５１ ７ ± ７ ２(４０ ~ ７１) ５２ ９ ± ７ ２(４５ ~ ７１) ５１ ３ ± ７ ２(４０ ~ ６４) ０ ４９８

ＥＣＰＲ 时机

　 术前

　 术中

　 术后

２(４ ３)
１２(２６ １)
３２(６９ ６)

ＥＣＰＲ 地点

　 ＯＲ
　 ＩＣＵ
　 Ｗａｒｄ
　 ＥＤ

１８(３９ １)
２１(４５ ７)
５(１０ ９)
２(４ ３)

ＩＡＢＰ ４０(８７ ０) １２(９２ ３) ２６(７８ ８) ０ ２０４
ＥＣＭＯ 辅助时间 / 小时 １０７ ９ ± ５６ ７(２６ ~ ２５２) １１０ ０ ± ２６ １(６４ ~ １４２) １０７ １ ± ６５ ２(２６ ~ ２５２) ０ ８３４
ＥＣＭＯ 辅助流量 / (ｍＬｋｇ － １分钟 － １) ５３ ８ ± １１ ５(２９ ~ ８１) ５３ ８ ± １１ ５(２９ ~ ８１) ５３ ９ ± １２ ３(２９ ~ ８１) ０ ９３３
ＥＣＭＯ 脱机率 ２５(５４ ３)
ＥＣＭＯ 生存率 １３(２８ ３)

异[(１４ ０ ± ５ ４)ｖｓ. ( １３ ７ ± ５ １)小时ꎬ Ｐ > ０ ０５)ꎬ
然而ꎬＥＣＭＯ 辅助后 １２ 小时[(６ ２ ± ２ ０) ｖｓ. ( １０ ６
± ４ ６)小时ꎬ Ｐ < ０ ０５]和 ２４ 小时[(４ ６ ± ３ ２) ｖｓ.
(７ ２ ± ４ ７)小时ꎬ Ｐ < ０ ０５]出院存活组乳酸值均

明显低于死亡组(表 １)ꎮ
２. ＥＣＭＯ 并发症　 在 ＥＣＭＯ 相关并发症中ꎬ急

性肾损伤(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ＡＫＩ)而需透析治疗

的发生率最高(２１ 例ꎬ４５ ７％ )ꎮ １７ 例(３７ ０％ )患

者在辅助期间或撤机后 ４８ 小时内ꎬ痰培养或血培养

证明细菌感染ꎮ １６ 例患者(３６ ４％ )因外科出血需

要二次开胸探查ꎬ另外ꎬ８ 例(１８ ２％ )ＥＣＭＯ 患者插

管部位出现明显出血ꎮ １ 例患者因左心饱胀而采用

左心引流减压ꎮ ４ 例患者发生中枢神经系统重度损

伤和 ３ 例并发 ＥＣＭＯ 股动脉插管侧下肢缺血ꎬ而放

弃治疗ꎮ 另外ꎬ存活组和死亡组各有 １ 例辅助期间

因膜肺氧化功能下降而更换ꎮ 在所有并发症中ꎬ死
亡组 ＡＫＩ 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出院存活组(Ｐ < ０ ０５ꎬ
表 ２)ꎮ

３. 危险因素分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

示辅助后 １２ 小时乳酸值是影响 ＥＣＰＲ 患者预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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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危险因素(ＯＲ ＝ ０ ６２７ꎬ ９５％ ＣＩ:０ ４２３ ~ ０ ９３０ꎬ
Ｐ < ０ ０５ꎬ表 ３)ꎮ

表 ２　 ＥＣＭＯ 相关并发症分析[ｎ(％ )]

　 项目
总数

(ｎ ＝ ４６)
出院存活组

(ｎ ＝ １３)
住院死亡组

(ｎ ＝ ３３)
Ｐ 值

外科出血 １６(３６ ４) ２ １４ ０ １６５
插管部位出血 ８(１７ ４) ２ ６ １ ０００
感染 １７(３７ ０) ２ １５ ０ １１８
左心衰竭 １(２ ２) １ ０ ４０６
肾功能损伤 ２１(４５ ７) ４ １７ ０ ０４４
神经系统损伤 ４(８ ７) ４ ０ ３３７
下肢缺血 ３(６ ５) ３ ０ １５０
更换膜肺 ２(４ ３) １ １ ０ ５０７

表 ３　 ＥＣＭＯ 患者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结果

　 因素 ＯＲ ９５％ ＣＩ Ｐ 值

１２ 小时乳酸值 ０ ６２７ ０ ４２３ꎬ ０ ９３０ ０ ０２０
２４ 小时乳酸值 １ ０７２ ０ ８３５ꎬ １ ３７７ ０ ５８６
ＡＫＩ ０ ３９０ ０ ０７８ꎬ １ ９５３ ０ ２５２

讨　 论

本研究显示ꎬ本组患者的生存率与 ＥＬＳＯ 报道

的成人 ＥＣＰＲ 结果相近ꎬ总脱机率为 ５４ ３％ ꎬ出院

存活率为 ２８ ３％ ꎻ辅助期间出院存活组 ＡＫＩ 的发生

率明显低于死亡组ꎻ虽然两组患者 ＥＣＭＯ 辅助前乳

酸水平并没有明显差异ꎬ然而ꎬＥＣＭＯ 辅助后 １２ 小

时和 ２４ 小时出院存活组乳酸水平明显低于死亡组ꎬ
且 ＥＣＭＯ 辅助后 １２ 小时乳酸水平是影响 ＥＣＰＲ 患

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虽然ꎬ目前具有 ＢＬＳ 和 ＡＬＳ 心肺复苏技术以及

相关机构的培训ꎬ然而ꎬＩＨ￣ＣＡ 患者仍保持很高的死

亡率[８]ꎮ 近些年ꎬ随着 ＥＣＭＯ 插管技术的提高和设

备的改进ꎬ使得该项技术成功应用于多个领域ꎮ
Ｃｈｅｎ 等[９]ꎬ分析比较单中心 ＩＨ￣ＣＡ 患者 ＥＣＰＲ 和

ＣＣＰＲ 两组不同抢救手段的生存率ꎬ研究发现 ＣＰＲ
时间 < ３０ 分钟时ꎬＥＣＰＲ 组生存率可达 ４１ ７％ ꎬ而
ＣＣＰＲ 组仅为 ２０％ ꎬ另外ꎬ该研究者还指出ꎬ两组的

生存率均随着 ＣＰＲ 时间的延长而下降ꎬ当 ＣＰＲ 时

间 > ６０ 分钟ꎬＥＣＰＲ 生存率仅为 １７ ７％ ꎬ而 ＣＣＰＲ 组

几乎为零ꎬ提示 ＣＰＲ 时间长短可能是影响两组患者

预后的关键因素ꎮ 目前ꎬ大多数研究比较认同 ＣＰＲ
时间超过 １０ 分钟而无法建立 ＲＯＳＣꎬ则是考虑 ＥＣ￣
ＭＯ 辅助支持的时机[１０￣１１]ꎮ Ａｓｈｌｅｉｇｈ 等[１２]采用 Ｍｅｔａ
分析ꎬ了解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对成人难治性心源性休

克或 ＣＡ 患者生存率的影响ꎬ结果显示 ＶＡ ＥＣＭＯ 不

仅可提高该群患者的短期生存率ꎬ还可改善出院后

３ 年的长期生存率ꎮ 本研究结果也支持 ＥＣＰＲ 可明

显提高 ＩＨ￣ＣＡ 患者出院存活率的观点ꎮ
本研究另一个主要目的是评估 ＥＣＭＯ 辅助前ꎬ

可能影响 ＥＣＰＲ 患者临床转归的潜在因素ꎬ包括患

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等基本资料以及 ＥＣＭＯ 前

心脏超声、乳酸等相关指标ꎬ然而ꎬ所有指标在两组

间均没有明显差异(Ｐ > ０ ０５)ꎬ是否存在其他有效

的预测指标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ＣＡ 患者因机体极度缺氧导致组织供氧不足和

厌氧代谢增加ꎬ从而引发血乳酸大量蓄积ꎬ研究表明

早期乳酸水平的高低可能与患者的生存率密切相

关ꎮ 我们之前的研究[１３] 动态观察了心脏术后难治

性低心排出量综合征(低心排)ꎬＥＣＭＯ 辅助患者乳

酸水平与临床转归的关系ꎬ发现早期(６ 小时和 １２
小时)乳酸水平是影响 ＥＣＭＯ 脱机的独立风险因

素ꎮ 但是ꎬＰａｏｌａ 等[１４] 监测 ＥＣＰＲ 患者乳酸动态变

化得出ꎬ ＥＣＭＯ 均可降低生存和死亡两组患者乳酸

水平ꎬ但乳酸清除的快慢并不影响 ＥＣＰＲ 临床结果ꎬ
另外ꎬ研究者还发现乳酸水平可能与平均动脉压有

关(而非肾功能或血糖)ꎮ 然而ꎬ本研究发现辅助后

１２ 小时和 ２４ 小时的乳酸水平在两组间均有明显差

异ꎬ且出院存活组明显低于死亡组(Ｐ < ０ ０５)ꎬ另
外ꎬ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辅助后 １２ 小

时乳酸值是影响 ＥＣＰＲ 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 ＝
０ ６２７ꎬ ９５％ ＣＩ:０ ４２３ ~ ０ ９３０ꎬＰ < ０ ０５)ꎮ 因此ꎬ
ＥＣＭＯ 辅助早期(２４ 小时内)高乳酸值水平可能与

ＥＣＰＲ 患者预后有关ꎮ 所以ꎬＥＣＰＲ 患者早期应该通

过有效的治疗手段增加机体微循环血液灌注流量ꎬ
以纠正机体严重酸中毒状态快速降低乳酸水平是提

高该群患者生存率的关键因素ꎮ
在本研究中ꎬＥＣＭＯ 相关的主要并发症有感染

(３７ ０％ )、出血 (３４ ８％ ) 以及 ＡＫＩ ( ３４ ８％ ) 等ꎮ
ＥＣＰＲ 患者病情急且危重ꎬ患者自身免疫抵抗力、抢
救条件的限制以及留置的各种管道等ꎬ这些因素均

增加了患者感染的几率ꎬ各中心报道的感染率差异

比较大[１５]ꎮ 出血亦是 ＥＣＭＯ 主要并发症之一ꎬ有研

究报道出血并发症发生率可高达 ７０％ ꎬ但该研究

ＥＣＭＯ 辅助期间两组患者各血液成分的输入量并无

明显差异ꎮ ＥＣＰＲ 患者由于肾血流量严重不足、内
毒素急剧增加以及严重全身炎症反应等因素可造成

肾功能的急性损伤ꎬ本研究发现生存组和死亡组的

ＡＫＩ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与之前

学者报道肾功能衰竭可导致 ＥＣＭＯ 患者不良结果

的观点相符[１６]ꎬ所以ꎬ在 ＥＣＭＯ 辅助期间应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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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肾脏的保护ꎬ但是ꎬ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出 ＡＫＩ 并

非是影响 ＥＣＰＲ 辅助结果的独立风险因素 (Ｐ >
０ ０５)ꎮ

１６ 例患者 ＥＣＭＯ 插管部位出血需要处理ꎬ发生

率为 １７ ４％ ꎮ 在 ＣＣＰＲ 过程中ꎬ大脑组织处于缺血

缺氧状态ꎬ有研究指出其损伤程度影响着 ＥＣＰＲ 患

者的短期和长期生存率[１７]ꎮ 本中心所有 ＥＣＰＲ 患

者在 ＥＣＭＯ 辅助后第一个 ２４ 小时内ꎬ均采用亚低

温治疗(３２ ~ ３４℃)ꎬ在所有并发症中中枢神经系统

损伤发生率 ８ ７％ ꎬ外周 ＶＡ￣ＥＣＭＯ 另一个严重并发

症是下肢缺血ꎮ 虽然ꎬ本中心 ＥＣＭＯ 患者常规每天

行双下肢股动脉超声检查ꎬ并观察下肢末端皮温和

颜色ꎮ 但是ꎬ然有 ３ 例患者出现下肢的严重缺血而

死亡ꎮ
由于本研究仅是单中心回顾性分析ꎬ存在一定

的资料或缺ꎻ另外ꎬ研究观察的终点仅是否存活出

院ꎬ而没有对出院存活的患者作长期的随访(如 ３０
天的存活率)以了解该群 ＥＣＭＯ 患者的长期生存情

况ꎻ本研究结果仅是从乳酸的数值去阐述乳酸是否

影响辅助结果ꎬ而没有动态监测乳酸的变化情况ꎬ这
些内容将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工作ꎮ

总之ꎬ ＥＣＰＲ 抢救 ＩＨ￣ＣＡ 患者有较好的临床效

果ꎮ ＥＣＭＯ 辅助早期(２４ 小时内)高乳酸以及辅助

期间并发 ＡＫＩ 可能与 ＥＣＰＲ 患者预后有关ꎬ辅助后

１２ 小时乳酸是影响 ＥＣＰＲ 患者预后的独立风险

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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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高国栋ꎬ龙村ꎬ黑飞龙ꎬ等. １０７ 例体外膜肺氧合并发症回顾

分析.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２９:２９６￣３００.
[１７] 　 Ｓｉａｏ ＦＹꎬ Ｃｈｉｕ ＣＣꎬ Ｃｈｉｕ ＣＷ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ｒｒ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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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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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辅助循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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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主动脉内气囊反搏对体外膜式氧合患者不同
区域微循环状态的影响

杜中涛　 邢智辰　 杨 峰　 江春景　 徐 博　 李 蛟　 邢家林　 侯晓彤

　 　 [摘要] 　 目的:研究主动脉内气囊反搏(ＩＡＢＰ)在经股动静脉体外膜式氧合(ＥＣＭＯ)患者中对四肢

不同区域微循环状态的影响ꎮ 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ꎬ选取因为心源性休克而使用经股动静脉

ＥＣＭＯ 辅助联合使用 ＩＡＢＰ 患者 １４ 例ꎬ使用近红外光谱分析(ＮＩＲＳ)在四肢进行血管阻断实验观察 ＩＡＢＰ
开启与关闭时对于微循环状态及血流动力学的影响ꎮ ＩＡＢＰ 使用时以及 ＩＡＢＰ 停止 ３０ 分钟后分别记录

心率、血压、周围组织血氧去饱和斜率及再饱和斜率等试验数据ꎮ 结果:停止 ＩＡＢＰ 后患者动脉舒张压

[(５３ ８６ ± ８ ６５)ｖｓ. ( ６３ ２９ ± ９ ５４) ｍｍＨｇꎬＰ ＝ ０ ００１(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升高ꎬ脉压差[(２８ １４ ±
１３ ９６)ｖｓ. ( １７ ９３ ± １０ ４１) ｍｍＨｇꎬＰ ＝ ０ ００１]降低ꎬ患者四肢不同区域的组织氧饱和度(ＳｔＯ２)和组织血

氧去饱和斜率及再饱和斜率在 ＩＡＢＰ 使用与停止时没有明显改变ꎮ 结论:ＩＡＢＰ 的应用产生的搏动灌注

没有明显影响 ＥＣＭＯ 患者不同区域微循环状态ꎮ
[关键词] 　 体外膜式氧合ꎻ主动脉内气囊反搏ꎻ微循环ꎻ心源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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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ＩＡＢ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ＡＢＰ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ｉｔｙ ｂｕ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ｍｉｃｒｏ￣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ｖｅｎｏ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ＥＣＭＯ.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ｔｒａ￣ａｏｒｔｉｃ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ｐｕｍｐꎻ Ｍｉｃｒ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ꎻ Ｃａｒ￣
ｄｉｏｇｅｎｉｃ ｓｈ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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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股动静脉体外膜式氧合(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
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ꎬＥＣＭＯ)作为难治性心源性休克的

一种救治方法ꎬ能够使此类患者在 ＥＣＭＯ 辅助下过

渡到心功能恢复或者心脏移植或者心室辅助装置

置入[１￣２]ꎮ
ＥＣＭＯ 将氧和血从股动脉逆向注入降主动脉供

应机体灌注ꎬ增加了患者的左心室后负荷ꎬ严重者可

能会引起左心膨胀、肺水肿[１]ꎮ 临床上针对这种情

况ꎬ经常联合使用主动脉内气囊反搏 ( ｉｎｔｒａ￣ａｏｒｔｉｃ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ｐｕｍｐꎬＩＡＢＰ)ꎬ来降低左心室后负荷[３]ꎮ 目

前许多 ＥＣＭＯ 中心联合使用 ＥＣＭＯ 与 ＩＡＢＰ 来预防

严重左心衰竭的发生ꎬ同时产生的搏动血流可能会

增加区域性微循环灌注[４￣５]ꎮ
但是ꎬ在心脏舒张期 ＩＡＢＰ 的充气可能会阻挡

ＥＣＭＯ 从股动脉灌注的逆向血流ꎬ在心肌顿抑时ꎬ
ＩＡＢＰ 的反搏降低了脑血流的灌注[６]ꎮ ＩＡＢＰ 对于

ＥＣＭＯ 患者血流形式的改变可能影响机体不同区域

的微循环灌注ꎮ 为了明确 ＩＡＢＰ 对于机体血流状态

的改变ꎬ是否对于机体不同部位微循环产生影响ꎬ我
们通过观察 ＩＡＢＰ 开启与关闭时机体大循环情况、
四肢不同区域组织血氧饱和度的变化来进行研究ꎮ

资料与方法

１. 患者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因为心源性休克联合使用 ＥＣＭＯ 患

者ꎬ其中有 １４ 例在 ＥＣＭＯ 应用之前安装了 ＩＡＢＰ 辅

助ꎮ ＥＣＭＯ 应用指征有:心脏手术期间体外循环后

并行阶段大剂量正性肌力药物以及 ＩＡＢＰ 应用仍难

以脱离体外循环ꎬ在监护室或者病房发生难以复律

的恶性心律失常、心脏骤停ꎬ药物及 ＩＡＢＰ 难以维持

有效循环(ＭＡＰ < ６０ｍｍＨｇꎬ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乳
酸持续的升高ꎮ

２. ＥＣＭＯ 环路组建 　 ＥＣＭＯ 环路由离心泵、膜
肺、肝素化涂层管路及动静脉插管组成ꎬ套包有美敦

力( ＣＢ１Ｑ９１Ｒꎬ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ꎬＵＳ) 及迈科维 ( ＰＬＳ２０５０ꎬ
ＭＡＱＵＥＴꎬＧｅｒｍａｎｙ)两种规格ꎬ插管采用美敦力肝素

涂层插管(ＣＢ１Ｖ９７Ｒꎬ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ꎬＵＳ)ꎮ 股动静脉置

管采用切开直视下的 Ｏｐｅｎ￣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 方法置入动静

脉插管[７]ꎮ
３. ＥＣＭＯ 患者管理　 ＥＣＭＯ 的管理遵照我们的

临床常规进行ꎮ 初始的 ＥＣＭＯ 流量设置一般根据

维持患者平均动脉压在 ６０ ~ ７０ｍｍＨｇ 以上ꎬ但一般

不超过 ４ ~ ４ ５Ｌ /分钟以降低对红细胞的破坏ꎮ 静

脉持续泵入肝素以维持活化凝血时间(ＡＣＴ)在 １８０

~ ２２０ｓ 之间ꎮ 当血小板低于 ５０ × １０９ 时ꎬ根据情况

输注血小板ꎮ 当周围循环稳定时ꎬ可以逐渐降低正

性肌力药物的应用至基础需要量以降低心脏后负荷

同时使心肌得到一定的休息ꎮ 日常监测超声评估心

功能变化及患者血气情况调整 ＥＣＭＯ 流量ꎬ当 ＥＣ￣
ＭＯ 流量调到 １ ５Ｌ /分钟如果患者循环稳定血管活

性药物药量不大的情况下ꎬ试停 ＥＣＭＯ 治疗ꎬ试停

成功后拔除动静脉插管停止 ＥＣＭＯ 治疗ꎮ
４. 研究方法 　 ＩＡＢＰ 对于全身大循环及微循环

的影响通过 ＩＡＢＰ 的开关来进行观察ꎬＩＡＢＰ 设置在

１００％充气使用体表心电图 １ ∶ １触发膜式ꎮ 在相关

数据记录后ꎬ关闭 ＩＡＢＰ 辅助 ３０ 分钟再重新记录相

关数据ꎮ 在此过程中ꎬ患者得到了充分镇静和镇痛ꎬ
正性肌力药物、输液及呼吸机的设置保持不变ꎬ不进

行液体容量治疗ꎮ 使用组织血氧无损伤检测仪(型
号:ＥＧＯＳ￣６００Ａꎬ苏州爱琴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ꎬ
中国)检测左右手掌及左右足底肌肉组织氧饱和度

(ＳｔＯ２ )ꎮ 近红外光谱 (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ꎬ
ＮＩＲＳ)探头放置于肌肉隆起部位处ꎮ 在测量完基础

ＳｔＯ２ 后ꎬ在检测部位的肢体近心端处加用血管阻断

测试记录组织血氧去饱和斜率及再饱和斜率[８]ꎮ
数据计算通过检测仪器软件(血氧机数据转换软件

Ｖ１ ０ꎬ苏州爱琴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得到ꎮ 所

有患者术前均行下肢血管超声检查排除动脉狭窄性

病变ꎬＥＣＭＯ 后再次行双下肢血管超声检查明确没

有出现下肢缺血ꎮ
５. 数据收集　 在研究中收集记录患者年龄、性

别、ＥＣＭＯ 使用原因、使用时间、院内临床结果及血

管活性药物使用ꎮ 血流动力学评估采用收缩压、舒
张压、平均动脉压及脉压差ꎮ 微循环状态评估通过

记录基础 ＳｔＯ２ 及组织血氧去饱和斜率和再饱和

斜率ꎮ
６.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ＰＳＳ１９ ０ 对所有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数据采用均值 ± 标准差表示ꎬ采
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结　 果

１. 本研究中共有 １４ 例患者纳入ꎬ平均年龄

６２ ５ 岁(３９ ~ ７９ 岁)ꎬ１２ 例男性患者ꎮ 所有的患者

均使用了血管活性药物ꎬ一般资料见表 １ꎮ 在研究

过程中患者的心律都是窦性心律并使用呼吸机辅助

通气ꎬＥＣＭＯ 平均流量在(３ ６ ± ０ ５３)Ｌ /分钟ꎮ 有 ８
例患者心功能恢复成功脱离 ＥＣＭＯ 治疗康复出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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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例患者因为多器官衰竭死亡ꎮ

表 １　 患者一般资料[ｘ ± ｓꎬｎ(％ )]

　 　 项目 数值

年龄 / 岁 ６２ ５ ± １１ ２３
性别(男性) １２(８６ ０)
ＥＣＭＯ 流量 / (Ｌ / 分钟) ３ ６ ± ０ ５３
ＩＣＵ 时间 / 天 ９ ０ ± ４ ３６
结果

　 撤机 ９(６４ ２９)
　 出院 ８(５７ １４)

２. 在 ＩＡＢＰ 暂停期间ꎬ患者舒张压升高ꎬ脉压差

降低ꎬ收缩压及心率没有明显改变(表 ２)ꎮ 左右手

掌及左右足底肌肉基础 ＳｔＯ２ 及 ＳｔＯ２ 去饱和斜率和

再饱和斜率在 ＩＡＢＰ 的使用与关闭期间没有明显改

变(表 ３)ꎮ

表 ２　 患者 ＩＡＢＰ 应用前后血流动力学资料(ｘ ± ｓ)

　 　 项目 ＩＡＢＰ ＯＮ ＩＡＢＰ ＯＦＦ Ｐ 值

心率 / (次 / 分) ９８ ７９ ± １４. ９５ ９６ ７１ ± １２. ８１ ０ ２８
收缩压 / (ｍｍＨｇ) ８２ ００ ± １４. ４０ ８１ ２１ ± １２. ０２ ０ ４７
舒张压 / (ｍｍＨｇ) ５３ ８６ ± ８. ６５ ６３ ２９ ± ９. ５４ ０ ００１
平均动脉压 / (ｍｍＨｇ) ６５ ５０ ± ９. ２８ ６９ １４ ± １１. ８９ ０ ０８
脉压差 / (ｍｍＨｇ) ２８ １４ ± １３. ９６ １７ ９３ ± １０. ４１ ０ ００１

表 ３　 患者应用 ＩＡＢＰ 前后 ＳｔＯ２ 及去氧合、
再氧合结果(ｘ ± ｓ)

项目 ＩＡＢＰ ＯＮ ＩＡＢＰ ＯＦＦ Ｐ
右上肢

　 ＳｔＯ２ / ％ ６６ ± ４ ０２ ６６ ７ ± ３ ３４ ０ ２４
　 去饱和斜率 / (％ / ｓ) ０ １１ ± ０ ０３ ０ １１ ± ０ ０３ ０ ８７
　 再饱和斜率 / (％ / ｓ) ０ ７ ± ０ ２８ ０ ６６ ± ０ ２６ ０ ０７
左上肢

　 ＳｔＯ２ / ％ ６６ ７９ ± ２ ９４ ６６ ２１ ± ２ ７２ ０ １６
　 去饱和斜率 / (％ / ｓ) ０ １１ ± ０ ０３ ０ １０ ± ０ ０３ ０ ２３
　 再饱和斜率 / (％ / ｓ) ０ ７６ ± ０ ３３ ０ ８０ ± ０ ３５ ０ ２２
ＩＡＢＰ 侧下肢

　 ＳｔＯ２ / ％ ６６ ２９ ± ３ ４７ ６６ １４ ± ２ ９６ ０ ６１
　 去饱和斜率 / (％ / ｓ) ０ １０ ± ０ ０３ ０ １０ ± ０ ０３ ０ ０７
　 再饱和斜率 / (％ / ｓ) ０ ３２ ± ０ １２ ０ ３２ ± ０ １０ ０ ８４
ＥＣＭＯ 侧下肢

　 ＳｔＯ２ / ％ ６６ ７１ ± ３ ３３ ６６ １４ ± ２ ８５ ０ ３５
　 去饱和斜率 / (％ / ｓ) ０ １１ ± ０ ０３ ０ １２ ± ０ ０３ ０ ６７
　 再饱和斜率 / (％ / ｓ) ０ ２８ ± ０ ０７ ０ ２７ ± ０ ０９ ０ ５８

讨　 论

本研究发现ꎬ在经股动静脉 ＥＣＭＯ 联合使用

ＩＡＢＰ 过程中ꎬＩＡＢＰ 通过气囊反搏增加脉压差产生

了搏动性灌注ꎬ降低了心脏舒张期末血压ꎬ使左心后

负荷降低ꎬ没有明显影响四肢不同区域微循环状态ꎮ
ＩＡＢＰ 通过气囊的充放气增加舒张期冠状动脉

血流并降低心脏后负荷用于治疗严重的心源性休克

至今已 ４０ 余年[３]ꎮ 但近年来ꎬ其临床应用价值受到

了质疑[９￣１０]ꎮ 在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中ꎬＩＡＢＰ
的使用并没有明显提高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

克早期行再血管化治疗患者的 ３０ 天生存率ꎮ 对于

心源性休克患者ꎬＩＡＢＰ 对于低心排的改善是有限

的[３]ꎬ而 ＥＣＭＯ 能够部分代替心脏直接为机体提供

灌注血流[１]ꎮ 但是 ＥＣＭＯ 通过离心泵提供的逆向

持续平流灌注ꎬ增加了左心室的后负荷ꎬ严重者可引

起左心衰竭并导致肺水肿ꎬ尤其在左心射血分数很

低的情况下[１ꎬ１２]ꎮ 在一项动物实验中ꎬ因为心肌缺

血使用 ＥＣＭＯ 的绵羊模型ꎬ联合应用 ＩＡＢＰꎬ降低了

左心室的后负荷[１３]ꎬ在我们的研究中 ＩＡＢＰ 的使用

也能明显使心脏舒张期末的血压降低ꎬ从而改善了

左心室的后负荷ꎮ
利用手掌及足底的肌肉ꎬ进行 ＮＩＲＳ 检测组织

血氧及使用血管阻断实验检测去饱和和再饱和斜

率ꎬ能够发现周围微循环功能的改变ꎬ从而评估微循

环状态ꎮ ＳｔＯ２ 的再饱和及去饱和斜率ꎬ目前作为组

织耗氧量及缺血后毛细血管舒张再灌注恢复的临床

标志ꎮ 再饱和及去饱和斜率在脓毒症休克、创伤、终
末期心力衰竭等患者中变化较小[８ꎬ１４￣１５]ꎮ

在 ＥＣＭＯ 的患者中ꎬ持续的平流灌注可能因为

引起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毛细血管的功能异常、动静

脉短路的开放、炎症反应的激活等改变ꎬ从而导致微

循环的功能失调[１６]ꎮ 目前许多学者仍然建议在

ＥＣＭＯ 早期使用 ＩＡＢＰꎬ产生搏动灌注能够提高机体

组织的微循环灌注[４ꎬ１７]ꎮ ＩＡＢＰ 对于机体微循环的

影响目前相关研究报道较少ꎬ在一项 １２ 例 ＥＣＭＯ
联合 ＩＡＢＰ 治疗的病例中ꎬ通过使用 ＮＩＲＳ 检测上肢

及大脑的组织血氧及再饱和斜率等数据ꎬ没有观察

到 ＩＡＢＰ 对于机体微循环的影响[５]ꎮ 但是在心脏舒

张期ꎬＩＡＢＰ 气囊充气阻挡了部分 ＥＣＭＯ 从股动脉逆

向供应的血流[１８]ꎬ从而可能导致机体不同区域的灌

注是不一致的ꎮ 为了明确 ＩＡＢＰ 的应用产生的这种

区域性灌注的差异是否引起微循环灌注状态的改

变ꎬ我们设计了这个研究ꎮ 本研究通过分别检测左

右手掌及左右足底肌肉的组织血氧变化及去饱和斜

率和再饱和斜率ꎬ发现所有数值在 ＩＡＢＰ 的使用与

关闭期间均没有明显改变ꎮ 这可能因为在较高的

ＥＣＭＯ 流量下机体灌注是足够的ꎬ即使 ＩＡＢＰ 的使用

使上半身区域的灌注在球囊充气时阻挡了部分下肢

来的逆向灌注血流ꎮ 但是安装 ＩＡＢＰ 的下肢的再饱

和斜率较上肢相比明显降低ꎬ可能与 ＩＡＢＰ 的使用

６０９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１２



阻挡了插管远端下肢的血供ꎬ使下肢微循环灌注受

到影响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①数据记录的时间每个

病例之间没有做到统一ꎬ是在患者 ＥＣＭＯ 辅助期间

２ ~ ５ 天进行的ꎮ ②研究仅纳入了 １４ 例患者ꎮ ③
ＥＣＭＯ 安装前的基础数据没有纳入记录对比分析ꎬ
对 ＥＣＭＯ 前的基础微循环及大循环数据缺失ꎮ ④
ＩＡＢＰ 间隔期间的没有进行超声检测评估心脏射血

分数及左心室舒张末径的变化ꎮ
总之ꎬ在使用经股动静脉周围 ＥＣＭＯ 患者中ꎬ

ＩＡＢＰ 的使用能维持搏动性灌注状态ꎬ但是并没有明

显影响四肢不同区域微循环状态的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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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不同体质量指数女性患者静￣动脉体外
膜肺氧合辅助的临床结局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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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分析超重或肥胖对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ＶＡ ＥＣＭＯ)辅助的女性患者临床结局

的影响ꎮ 方法: 总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在北京安贞医院接受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的女性患者 ４８
例ꎬ按体质量指数(ＢＭＩ) 高低分为未超重组(ＮＯＷ)ꎬ ＢＭＩ < ２４ / ( ｋｇ / ｍ２ )ꎬ ｎ ＝ ３４ 和超重或肥胖组

(ＯＶＯ)ꎬ ＢＭＩ≥２４ / (ｋｇ / ｍ２)ꎬ ｎ ＝ １４ꎬ比较两组患者 ＥＣＭＯ 辅助前基本资料、ＥＣＭＯ 辅助参数、并发症和

患者的临床结局ꎮ 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相关基础病、ＥＣＭＯ 辅助前心功能、是否心肺复苏及 ＥＣＭＯ 前

乳酸水平均无明显差别ꎮ ＯＶＯ 组患者的出院生存率为 ４２ ９％ ꎬ高于 ＮＯＷ 组的 １４ ７％ (Ｐ < ０ ０５)ꎬ两组

患者的 ＥＣＭＯ 辅助时间和输血量没有明显差别ꎬ住院时间、ＩＣＵ(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时间、机械通气时间

均无明显差异ꎮ 结论: 超重或肥胖的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女性患者出院生存率可能高于偏瘦的患者ꎬ应辩证

看待肥胖对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的女性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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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重要原因之

一ꎬ女性性别也被认为是影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

心脏病(以下简称冠心病)等心血管外科患者预后

的独立危险因素[１]ꎮ 超重和肥胖是加重心血管疾

病的另一危险因素ꎬ与高血压、冠心病、心脏衰竭和

心房颤动等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均有关

联[２￣３]ꎮ 近年来ꎬ全球范围内的肥胖人群增长可观ꎬ
２００３ 年我国体质量超重者已达 ２２ ４％ ꎬ肥胖者为

３ ０１％ ꎬ并一直呈上升趋势[４]ꎬ控制肥胖被列为美

国公共卫生的首要措施[５]ꎮ 但也有学者发现ꎬ与较

瘦的患者相比ꎬ肥胖患者的预后(短期或长期)反而

更好ꎬ这一现象被称作“肥胖悖论” [２ꎬ ６]ꎮ 体质量指

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是评价体质量是否超常

的重要指标ꎬ为体质量(ｋｇ)与身高(ｍ) ２ 的比值ꎬ单
位(ｋｇ / ｍ － ２)ꎮ 我国的肥胖指南指出ꎬＢＭＩ 值“２４”为
中国成人超重的界限ꎬＢＭＩ“２８ 为肥胖的界限[７]ꎮ

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心血管疾病均发现有

“肥胖悖论”的现象[８￣９]ꎮ 体外膜肺氧合(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
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ꎬ ＥＣＭＯ)是暂时性替代心

脏和肺脏功能的体外生命支持措施ꎬ静脉￣动脉 ＥＣ￣
ＭＯ(ＶＡ ＥＣＭＯ)可用于冠心病围术期心源性休克、
急性心肌梗死、暴发性心肌炎、肺动脉高压等常规治

疗无效的重症患者ꎬ为心肺功能的恢复或下一步治

疗争取时间[１０]ꎮ 肥胖对 ＶＡ ＥＣＭＯ 患者结局的影

响和死亡风险目前尚无定论ꎬ未知接受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的女性患者是否也存在“肥胖悖论”ꎮ 本文拟

通过回顾性收集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的女性患者病例ꎬ
比较不同 ＢＭＩ 水平患者的临床数据ꎬ分析肥胖对这

部分患者结局的影响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的选择及排除标准　 选择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ꎬ心脏外科危重症中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接受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连续

登记的成年女性患者 ６５ 例ꎬ排除 ＥＣＭＯ 运行时间

≤２４ 小时(通常被认为建立 ＥＣＭＯ 不成功)１２ 例、
静脉￣静脉 ＥＣＭＯ(ＶＶ ＥＣＭＯ)２ 例及孕产妇 ３ 例ꎬ最
终纳入研究的有 ４８ 例ꎮ

２. 分组依据 　 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是评价是否肥胖的重要指标ꎬ为更符合国人的

人口学特征ꎬ本文采用«指南»推荐的界限标准ꎬ以
ＢＭＩ 值“２４(ｋｇ / ｍ２)”为界ꎬ将上述患者分为未超重

组(ｎｏｎ￣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ｇｒｏｕｐꎬ ＮＯＷꎬ ｎ ＝ ３４)和超重或肥

胖组(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ｏｒ￣ｏｂｅｓ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ＯＶＯꎬ ｎ ＝ １４)ꎮ
３. ＥＣＭＯ 应用指征 　 ４８ 例女性患者全部接受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ꎬ应用指征包括脱离体外循环(ｃａｒ￣
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ꎬＣＰＢ)困难、围术期心肌梗死急

性发作难以缓解、难以纠正的低心排出量综合征

(低心排)(心指数 < ２ ０Ｌｍｉｎ － １ｍ － ２)、严重的低

氧血症(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 ６０％ )、心跳骤停等ꎮ
４. ＥＣＭＯ 安装 　 使用的 ＥＣＭＯ 设备有离心泵

( Ｂｉｏ￣ｐｕｍｐꎬ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ꎬ 美 国ꎻ ＲｏｔａＦｌｏｗꎬ ＭＡＱＵＥＴꎬ
Ｊｏｓｔｒａꎬ 德 国 )、 膜 式 氧 合 器 ( Ｃａｒｍｅｄａ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ꎬ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ꎻ ＱＵＡＤＲＯＸꎬ ＭＡＱＵＥＴꎻ Ｒｏｈｅｏｐａｒｉｎꎬ ＭＥ￣
ＤＯＳ)ꎬ或成品套包( ＣＢ１Ｑ９１Ｒ、ＣＢ１Ｖ９７ＲꎬＭｅｄｔｒｏｎ￣
ｉｃꎻＢＥ￣ＰＬＳ ２０５０ꎬＭＡＱＵＥＴ)ꎬ选用 Ｃａｒｍｅｄａ 涂层动、
静脉插管(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ｕꎬ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ꎬ美国)ꎬ静脉 Ｆｒ１９￣
２１ꎬ动脉 Ｆｒ１５￣１７ 建立 ＥＣＭＯ 辅助ꎬ插管型号根据患

者体质量及预计辅助流量而定ꎮ ４５ 例患者为切开

股动、静脉直视下插管建立 ＥＣＭＯ 通路ꎬ其中安置

股动脉远端灌注管 ４３ 例ꎻ３ 例经胸插管(右心房或

右上肺静脉一升主动脉)建立 ＥＣＭＯ 通路ꎮ
５. ＥＣＭＯ 辅助期间的管理 　 依据患者的心肺

功能和生命体征调节 ＥＣＭＯ 流量ꎬ每 ４ 小时监测动

脉血气与 ＡＣＴꎬ持续泵入肝素抗凝ꎬ辅助期间 ＡＣＴ
维持在 １８０ ~ ２２０ｓꎬ综合患者出血情况与 ＥＣＭＯ 流

量酌情调整ꎬ脱机时给予单次肝素输注ꎮ 定期评估

患者神经系统及重要脏器功能ꎬ采取保护性肺通气

策略ꎬ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并根据病原学检查结果及

时调整ꎬ每日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ꎬ横向、纵向对比

分析心功能恢复情况ꎬ为脱机提供参考依据ꎮ
６. 撤除 ＥＣＭＯ 指征 　 当正性肌力药物和呼吸

机参数调至最小ꎬ床旁超声心动检查结果提示心脏

运动较好ꎬ左心室射血分数≥４０％ ꎬ血流动力稳定ꎬ
组织灌注满意ꎬ方可考虑撤机ꎮ 撤机前在 ＥＣＭＯ 动

静脉环路之间建立“侧枝”内循环用以在试停期间

保持装置系统的自循环ꎬ常规试停 ６０ 分钟ꎬ观察并

评估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和全身各器官灌注情况ꎬ
如病情平稳ꎬ予以撤除 ＥＣＭＯ 并修补血管ꎬ结束 ＥＣ￣
ＭＯ 辅助ꎮ

７.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学分析均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完成ꎮ 计量资料如符合正态分布以

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采用双侧 ｔ 检验分析ꎬ非正态分

布数据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ꎬ则用 Ｍａ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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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ｔｅｓｔ 检验分析ꎻ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
形式表示ꎬ采用卡方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表 １　 患者一般资料[ｘ ± ｓꎬｎ(％ )]
　 　 项目 总体 ＮＯＷ(ＢＭＩ < ２４) ＯＶＯ(ＢＭＩ≥２４) Ｐ 值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３ ５ ± ３ ７ ２１ ６ ± １ ６ ２８ １ ± ３ ０ ０ ００１
样本量 ４８ ３４ １４
年龄 / 岁 ５６ ５ ± １２ ４ ５５ ３ ± １３ ４ ５９ ５ ± ９ ６ ０ ２１１
高血压 １８ (３７ ５) １１ (３２ ４) ７ (５０ ０) ０ ２５１
糖尿病 １５ (３１ ３) １０ (２９ ４) ５ (３５ ７) ０ ６６９
病种 — — — ０ １４７
　 冠心病 ２３ １３ (３８ ２) １０ (７１ ４) —
　 瓣膜病 １９ １５ (４４ １) ４ (２８ ６) —
　 冠心病合并瓣膜病 ４ ４ (１１ ８) ０ —
　 其他∗ ２ ２ (５ ９) ０ —
ＥＣＭＯ 前 ＣＰＲ ２３ (４７ ９) １７ (５０ ０) ６ (４２ ９) ０ ６５３
ＥＣＭＯ 前 ＥＦ / ％ ５７ ６ ± １５ ５ ５６ １ ± １６ ２ ６１ ３ ± １３ ４ ０ ４０９
ＥＣＭＯ 前左心室舒末内径 / ｍｍ ４６ ０ ± １０ １ ４４ １ ± １０ ４ ５０ ５ ± ８ １ ０ ７７４
ＥＣＭＯ 前血乳酸 / (ｍｍｏｌ / Ｌ) １４ ５ ± ４ ５ １４ ３ ± ４ ５ １４ ９ ± ４ ７ ０ ３９４

注:ＣＰＲ:心肺复苏ꎻ ∗其他包括肺栓塞和先心病合并瓣膜病各 １ 例

表 ２　 ＥＣＭＯ 辅助参数及相关并发症[ｘ ± ｓꎬｎ(％ )]
　 　 项目 总体 ＮＯＷ(ＢＭＩ < ２４) ＯＶＯ(ＢＭＩ≥２４) Ｐ 值

ＥＣＭＯ 辅助时间 / ｈ １１９ ８ ± ７５ ２ １３１ ４ ± ８０ ７ ９１ ５ ± ５２ ０ ０ ０９５
总输血量

　 红细胞 / Ｕ ２７ ９ ± ２１ ３ ２３ ７ ± １５ ４ ３６ ８ ± ２９ ４ ０ １３１
　 血浆 / ｍＬ ２３４６ ４ ± １７８５ ２ ２１６８ ４ ± １４５６ ４ ２７２２ ２ ± ２３９７ ８ ０ ４５４
　 血小板 / Ｕ ５ ２ ± ７ ４ ３ ９ ± ３ ６ ７ ７ ± １２ １ ０ ２０９
二次开胸探查 １９ (３９ ６) １６ (４７ １) ３ (２１ ４) ０ ０９９
ＩＡＢＰ ２６ (５４ ２) １８ (５２ ９) ８ (５７ １) ０ ７９１
ＣＲＲＴ ８ (１６ ７) ４ (１１ ８) ４ (２８ ６) ０ １５６
并发症

　 出血 ２０ (４１ ７) １５ (４４ １) ５ (３５ ７) ０ ５９１
　 神经系统并发症 ９ (１８ ８) ７ (２０ ６) ２ (１４ ３) ０ ６１１
　 肾衰竭 １３ (２７ １) ７ (２０ ６) ６ (４２ ９) ０ １１５
　 下肢缺血 １０ (２０ ８) ９ (２６ ５) １ (７ １) ０ １３４
　 感染 １３ (２７ １) ６ (１７ ６) ７ (５０ ０) ０ ０２２

注: ＩＡＢＰ:主动脉内球囊反搏ꎻＣＲＲＴ:连续肾替代治疗

结　 果

１. 患者基础资料　 ４８ 例患者中ꎬ患单纯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２３ 例ꎬ单纯瓣膜病

１９ 例ꎬ冠心病合并瓣膜病 ４ 例ꎬ先天性心脏病(先心

病)合并瓣膜病 １ 例ꎬ肺栓塞 １ 例ꎮ 其中 ３６ 例患者

在心脏外科手术或二次开胸探查术中进行 ＶＡ ＥＣ￣
ＭＯ 辅助ꎬ另外 １２ 例 ＥＣＭＯ 的介入时机在术后ꎮ

ＮＯＷ 组 ３４ 例ꎬ占总样本量的 ７０ ８％ ꎬＢＭＩ 最小

１７ ９ / (ｋｇ / ｍ２)ꎬ最大 ２３ ６ / (ｋｇ / ｍ２)ꎻＯＶＯ 组最小值

２４ / (ｋｇ / ｍ２)ꎬ最大值 ３３ ３ / ( ｋｇ / ｍ２ )ꎬ其中肥胖者

ＢＭＩ≥２８ (ｋｇ / ｍ２)７ 例ꎬ占样本总数的 １４ ６％ ꎮ 两

组患者的年龄、相关基础病、ＥＣＭＯ 辅助前心功能、
是否心肺复苏及 ＥＣＭＯ 前乳酸水平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表 １)ꎮ
２. ＥＣＭＯ 运行参数及相关并发症 　 ＶＡ ＥＣＭＯ

运行期间ꎬ两组患者 ＥＣＭＯ 辅助时间、二次开胸探

查率、输注红细胞、血浆和血小板的总量均无明显差

别ꎮ ＯＶＯ 组患者感染的发生率(５０ ０％ )高于 ＮＯＷ
组(１７ ６％ )ꎬ而出血、神经系统并发症、肾衰和下肢

缺血的发生率两组无明显差别ꎮ ＥＣＭＯ 期间合并使

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 ｉｎｔｒａａｏｒｔｉｃ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ｐｕｍｐꎬ
ＩＡＢＰ)或连续肾替代治疗(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ｎ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两组患者间也无差异ꎮ

３. ＶＡ ＥＣＭＯ 女性患者临床结果观察 　 尽管

ＮＯＷ 和 ＯＶＯ 两组患者的脱机率无差别ꎬ但出院生

存率 ＯＶＯ 组为 ４２ ９％ ꎬ高于 ＮＯＷ 组的 １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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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ＥＣＭＯ 辅助资料及临床转归[ｘ ± ｓꎬｎ(％ )ꎬＭ(ＱＲ)]]
项目 总体 ＮＯＷ(ＢＭＩ < ２４) ＯＶＯ(ＢＭＩ≥２４) Ｐ 值

脱机 ２９ (６０ ４) １９ (５５ ９) １０ (７１ ５) ０ ３１７
出院生存 １１ (２２ ９) ５ (１４ ７) ６ (４２ ９) ０ ０３５
ＩＣＵ 时间 / 小时 ２２１ ５ ± １４７ ６ ２２５ ７ ± １３１ ４ ２１１ １ ± １８６ ７ ０ ７５８
住院天数 / 天 ８ ５ (５ ０ꎬ １３ ０) １０ ０ (５ ０ꎬ １３ ３) ７ ５ (３ ８ꎬ １３ ３) ０ ３８８
机械通气时间 / 小时 ２１６ ５ ± １４９ ７ ２０２ ８ ± １２１ ２ ２４９ ７ ± ２０５ ０ ０ ４３４

(Ｐ < ０ ０５)ꎬ即与较瘦的患者相比ꎬ超重或肥胖组者

的短期生存率较高ꎮ 两组患者的 ＩＣＵ 时间平均值

均超过 ２００ 小时ꎬ中位住院天数分别为 １０ 天和 ７ ５
天ꎬ机械通气时间均值也超过 ２００ 小时ꎬ数据离散度

较大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讨　 论

在 ＥＣＭＯ 辅助患者中ꎬ女性性别与高病死率密

切相关[１１]ꎮ 与男性相比ꎬ女性患者的血管较细ꎬ罹
患高血压、糖尿病或不稳定心绞痛的风险较大ꎬ因此

女性患者的临床转归往往不如男性理想[１２]ꎬ临床医

师对女性患者的预后应当提高警惕ꎮ 加之超重和肥

胖也是高血压和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ꎬ
无论是早期的 Ｐａｒｓｏｎｎｅｔ 系统评分ꎬ还是目前应用广

泛的 ＥｕｒｏＳＣＯＲＥꎬ都将 ＢＭＩ 作为评判成人心脏手术

危险度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３￣１４]ꎮ
依据国人超重和肥胖的标准分组ꎬ更符合我国

的人口学特征ꎬ避免在估计肥胖或较瘦人群的病死

率时有所偏倚[７ꎬ １５]ꎮ 有研究表明ꎬＢＭＩ 值在 ２２ ５ ~
２５(ｋｇ / ｍ２)范围内ꎬ各种疾病的综合病死率是最低

的ꎬ全因死亡分析为“Ｕ”型曲线[１５]ꎮ 男性缺血性心

脏病致死率与 ＢＭＩ 的关系曲线呈现“Ｊ”型ꎬ当 ＢＭＩ
高于 ２０(ｋｇ / ｍ２)ꎬＢＭＩ 与风险成正相关ꎻ但在这个拐

点之前ꎬ情况则是反转的[１６]ꎮ 尽管有人质疑 ＢＭＩ 作
为单一标准衡量冠心病患者的预后并不准确ꎬ甚至

认为“肥胖悖论”有一部分是由此产生的偏差[１７]ꎬ
但不可否认ꎬＢＭＩ 确是反映机体肥胖程度的重要指

标ꎬ并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１８]ꎮ ２００９
年的一项肥胖对 ＩＣＵ 患者预后影响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

果显示ꎬ８ 万多例 ＩＣＵ 患者中肥胖和严重肥胖的患

者与 ＢＭＩ 正常的患者相比ꎬ出院病死率较低ꎬＩＣＵ
病死率无差别ꎬ严重肥胖患者住院时间延长[１９]ꎮ

本文以 ＢＭＩ ２４(ｋｇ / ｍ￣２)为界将女性 ＶＡ ＥＣＭＯ
患者分为两组ꎬ两组 ＥＣＭＯ 辅助前的背景资料无差

别ꎮ 与较瘦的患者相比ꎬ超重或肥胖的接受 ＶＡ ＥＣ￣
ＭＯ 治疗的女性患者感染的发生率较高(Ｐ < ０ ０５)ꎬ
但这并不影响临床结局ꎬ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ＩＣＵ
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并无差别ꎬ ＯＶＯ 组患者的出院

生存率高于 ＮＯＷ 组ꎮ 早期的 ＥＣＭＯ 研究已经表

明ꎬＥＣＭＯ 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发生心源性休

克的患者辅助效果较好ꎬ优于二尖瓣手术患者[２０]ꎮ
本中心的前期数据也提示ꎬ冠心病行 ＥＣＭＯ 辅助的

患者较瓣膜病行 ＥＣＭＯ 辅助者的生存率高ꎬ冠心病

合并瓣膜病的生存率介于两者之间[２１]ꎮ ４８ 例患者

中ꎬＮＯＷ 组有 １７ 例患有或合并患有冠心病ꎬ占本组

５０％ ꎬ而 ＯＶＯ 组有 １０ 例ꎬ占本组 ７１ ４％ ꎬ冠心病在

两组间分布的不均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偏倚ꎮ
虽然两组患者的病种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ꎬ但也不

能轻易否认病因对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女性患者中出现

“肥胖悖论”的影响ꎮ
心脏外科手术肥胖患者、尤其是体外循环手术

患者有较高的术后低氧血症发生率ꎬ这会使中度到

重度肥胖的患者 ＩＣＵ 停留时间延长ꎬ超重或轻度肥

胖者无影响ꎬ肥胖甚至可以部分对抗血液稀释和输

血制品的负面效应[２２]ꎮ Ｌａｖｉｅ 等[２３] 总结了心血管

病患者出现“肥胖悖论”的可能原因包括:发病年龄

较轻、吸烟率低、恶液质少、心房钠尿肽(ａｔｒｉａｌ ｎａｔｒｉ￣
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ꎬ ＡＮＰ)低ꎬ同时肥胖患者对肾素￣血管

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反应性降低ꎬ较高的血压允许

在较大空间里应用血管活性药物ꎬ心肺适应性较瘦

人好ꎮ ＶＡ ＥＣＭＯ 辅助的超重或肥胖女性患者并没

有因为体质量超标而导致不良的临床结局ꎬ相反ꎬ其
短期生存率可能优于较瘦的患者ꎮ 究竟是哪种机制

造成 ＶＡ ＥＣＭＯ 女性患者出现“肥胖悖论”ꎬ需要进

一步的基础临床研究加以证明ꎮ
局限性和不足ꎬ回顾性研究的本质影响了临床

资料的完整性和同质性ꎬ使得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偏倚ꎬ单中心论证

水平受到限制ꎮ 由于样本例数较少ꎬ无法分析不同

病因对预后的影响ꎮ 在今后的研究中ꎬ应当加大样

本量ꎬ前瞻性研究可纳入腰围和体脂参数等指标ꎬ综
合评估患者的肥胖水平ꎬ适当延长研究终点和放宽

预后评估范围ꎬ为 ＥＣＭＯ 患者的临床结局提供更好

地预测和治疗导向ꎮ
总之ꎬ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ꎬ但肥

胖患者有时能获得比正常或偏瘦体质量患者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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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ꎮ ＥＣＭＯ 辅助患者病情重ꎬ治疗时间长ꎬ女性患

者生存率低ꎬ而超重或肥胖患者非但没有导致高死

亡率ꎬ反而呈现出类似“肥胖悖论”的现象ꎬ其短期

生存率优于非肥胖患者ꎮ 临床医师应当辩证地看待

肥胖对这类重症患者的影响ꎬ同时警惕体质量未超

标的患者ꎬ避免低估非肥胖患者的并发症和不良预

后发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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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研究体外循环手术前后ꎬ活化凝血时间(ＡＣＴ)与激活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指
标ꎬ在反应患者体内肝素实际浓度方面的价值ꎮ 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ꎬ选取因心脏瓣膜疾病需要进行

体外循环下瓣膜置换手术的患者 ３９ 例ꎬ于手术过程中和术后 ２４ 小时内间断抽取血样进行 ＡＣＴ 及 ＡＰＴＴ
监测ꎬ并保存血浆进行活化凝血因子抗 ＦＩＩａ因子及抗 ＦＸａ因子定量检测ꎬ作为肝素实际浓度的指标ꎮ 结

果:在体外循环手术过程中全身肝素化ꎬ体内肝素浓度与 ＡＣＴ 呈明显正相关(ＦＩＩａ因子 ｒ ＝ ０ ３９７ꎬ Ｐ <
０ ００１ꎻＦＸａ因子 ｒ ＝ ０ ４６１ꎬ Ｐ < ０ ００１)ꎬ停止体外循环后中和肝素ꎬ体内肝素浓度与 ＡＣＴ 无相关(ＦＩＩａ因子

ｒ ＝ ０ ２４２ꎬ Ｐ ＝ ０ ０５７ꎻＦＸａ因子 ｒ ＝ ０ ３００ꎬ Ｐ < ０ ００１)ꎬ与 ＡＰＴＴ 正相关(ＦＩＩａ因子 ｒ ＝ ０ ３９７ꎬ Ｐ ＝ ０ ００８ꎻＦＸａ

因子 ｒ ＝ ０ ３９１ꎬ Ｐ ＝ ０ ０１０)ꎮ 结论:体外循环过程中 ＡＣＴ 是良好的体内肝素浓度评价指标ꎬ肝素中和后

ＡＰＴＴ 及 ＡＣＴ 都不能完全准确反应体内肝素浓度ꎬＡＰＴＴ 与实际肝素浓度的相关性要优于 ＡＣ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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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肺转流(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ꎬＣＰＢ)技术是

心脏外科手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ꎬＣＰＢ 过程中充分

抗凝及合理中和肝素是手术成功及术后患者康复的

关键[１]ꎮ 近年来随着检测手段的多样化ꎬ传统的

ＡＣＴ 及 ＡＰＴＴ 指标的检测价值不断受到质疑和挑

战[２￣３]ꎬ本研究以活化凝血因子抗 ＦＩＩａ因子及抗 ＦＸａ

因子定量方法作为肝素浓度指标的金标准ꎬ对比

ＡＣＴ 及 ＡＰＴＴ 在 ＣＰＢ 前后对机体内肝素实际浓度

评价的精确度ꎬ探究肝素浓度监测的理想指标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择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间ꎬ在北京安贞医院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的

患者 ３９ 例ꎬ 其中男性 ２０ 例ꎬ女性 １９ 例ꎬ年龄 １８ ~
７４ 岁ꎬ平均年龄 ５２ ７８ 岁ꎬ体质量(４１ ~ ８２)ｋｇꎬ平均

６６ ２８ꎮ 所有入选患者需满足以下标准:术前生化检

查没有发现肝肾功能及凝血功能障碍ꎻ３ ~ ６ 个月内

无服用抗血栓药物史ꎻ对肝素和鱼精蛋白无过敏

反应ꎮ
２. 研究方法　 (１)ＣＰＢ 管理　 体内未分段肝素

(常州千红生物制药有限公司ꎬ中国)采用中心静脉

推注ꎬ首剂量为 ３ｍｇ / ｋｇ(３７５ＩＵ / ｋｇꎻ１ｍｇ ＝ １２５ＩＵ)ꎬ
采用 ＡＣＴ 监测抗凝ꎬ维持 ＣＰＢ 中 ＡＣＴ 在 ４８０ｓ 以

上ꎬ术中根据转流时间与 ＡＣＴ 回报结果追加肝素ꎬ
单次追加剂量 １ｍｇ / ｋｇꎮ ＣＰＢ 环路按晶胶比 １ ∶ ２预
充ꎬ预充量 １ ５００ｍＬꎬ预充液中加入肝素 １ｍｇ / ｋｇꎬ转
流流量为 ２ ２ ~ ２ ４ Ｌｍｉｎ － １ｍ － ２ꎬ转流中维持灌注

压 ５０ ~ ７０ｍｍＨｇ (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ꎬ 直肠温

度 ３２℃ꎮ
ＣＰＢ 结束后ꎬ经中心静脉推注鱼精蛋白(上海

第一生化药业ꎬ中国)以中和肝素ꎬ中和方法按照 １∶
１(肝素 １ｍｇ:鱼精蛋白 １ｍｇ)给予ꎬ之后根据 ＡＣＴ 回

报结果和术野出血情况酌情追加鱼精蛋白ꎮ
(２)标本采集 　 所有患者于首次注射肝素前、

ＣＰＢ 前、ＣＰＢ 过程中每 ３０ 分钟、中和后及术后 ２ꎬ４ꎬ
６ꎬ８ꎬ１２ꎬ２４ 小时分别抽取静脉血 ３ｍＬꎬ采样后立即

检测 ＡＣＴ 及 ＡＰＴＴꎬ剩余样本存于枸橼酸钠抗凝管

中ꎬ于 １ 小时内离心(２ 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ꎬ１５ｍｉｎ)制备不含

血小板的血浆ꎬ标记后冻存于 － ８０℃冰箱中ꎬ以待分

批次检测肝素浓度ꎮ
(３)血浆肝素浓度的测定 　 本实验采用 Ａｎｔｉ￣

ＦＩＩａ 活性定量试剂盒(ＡＤＩ 公司ꎬ美国)以及 Ａｎｔｉ￣
ＦＸａ 活性定量试剂盒( ＩＬ 公司ꎬ美国)ꎬ主要应用发

色底物比色法对样本进行肝素定量ꎬ检测过程在

ＡＣＬ￣ＴＯＰ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ＩＬ 公司ꎬ美国)在人工

编写的程序控制下完成ꎮ
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统计

软件完成统计处理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

示ꎬ各时间点间采用方差分析进行比较ꎬ同时间的不

同资料使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进行比较ꎻ相关性分析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入选的 ３９ 例患者(女性 １９ 例ꎬ男性 ２０ 例)信
息总结如表 １ 所示ꎬ年龄 １８ ~ ７４ 岁ꎬ平均年龄 ５２ ７８
岁ꎻ体质量(４１ ~ ８２) ｋｇꎬ平均 ６６ ２８ꎻ所有患者均进

行瓣膜置换手术时间 ３５５ ~ ４８０ 分ꎬ平均 ４０９ ７ 分ꎻ
ＣＰＢ 时间 ７８ ~ １７７ 分钟ꎬ平均 １３０ ６ 分钟ꎻ阻断时间

５９ ~ １２４ 分ꎬ平均 ８９ ４ 分ꎮ 所有患者术前 ＨＧＢꎬＰＬＴ
水平正常ꎬ凝血功能也正常ꎮ

表 １　 ３９ 例患者一般情况[ｘ ± ｓꎬｎ(％ )]

临床资料 数值

年龄 / 岁 ５２ ７８ ± １２ ６５２
体质量 / ｋｇ ６６ ２８ ± １０ １２９
性别(女性) １９(４８ ７)
手术种类

　 主动脉瓣置换 ９
　 二尖瓣置换 １２
　 双瓣置换 １８
血红蛋白 / (ｇ / Ｌ) １３ ８９ ± １ ４７６
血小板 / (Ｇ / Ｌ) １８３ ２８ ± ４１ ６８８
术前 ＡＣＴ / 秒 １２４ ５ ± １７ ８５５
术前 ＡＰＴＴ / 秒 ３０ １ ± ６ ４４８
手术时间 / 分钟 ４０９ ７ ± ６９ ２８２
ＣＰＢ 时间 / 分钟 １３０ ６ ± ３７ ３４０
阻断时间 / 分钟 ８９ ４ ± ２３ １０４

２. 所有患者使用肝素总量为 ２７２ １８ (２００ ~
３６０)ｍｇꎬ鱼精蛋白总量为 ３６１ ３３(２００ ~ ５００)ｍｇꎬ患
者出手术室的 ＡＣＴ 值与术前相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ｔ ＝ ０ ７９３ꎻＰ ＝ ０ ４４２)ꎬ如表 ２ 所示ꎮ ＣＰＢ 前、中
血浆肝素浓度与 ＡＣＴ 为正相关(ＦＩＩａ因子与 ＡＣＴ 值 ｒ
＝ ０ ３９７ꎬ Ｐ < ０ ００１ꎻＦＸａ因子与 ＡＣＴ 值 ｒ ＝ ０ ４６１ꎬ Ｐ
< ０ ００１)ꎮ ＡＰＴＴ 给予首剂肝素后因超过检测范围

无法得出具体数值(图 １)ꎮ
３. 停止 ＣＰＢ 后完成血回收ꎬ全量鱼精蛋白中和

体内肝素ꎬＡＣＴ 与 ＡＰＴＴ 均回复术前水平ꎮ 患者返

回监护室后继续观察肝素浓度、ＡＣＴ、ＡＰＴＴ 持续 ２４
小时ꎬ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ꎬ发现术后肝素浓度与 ＡＣＴ 的

相关系数为(ＦＩＩａ因子与 ＡＣＴ 值 ｒ ＝０ ２４２ꎬ Ｐ ＝０ ０５７ꎻ

４１９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１２



图 １　 ＣＰＢ 期间肝素浓度与 ＡＣＴ￣时间曲线ꎻ图 ２　 中和后肝素浓度、ＡＣＴ、ＡＰＴＴ 随时间的变化

ＦＸａ因子与 ＡＣＴ 值 ｒ ＝ ０ ３００ꎬ Ｐ < ０ ００１)ꎬ与 ＡＰＴＴ 的

相关系数为 (ＦＩＩａ 因子与 ＡＰＴＴ 值 ｒ ＝ ０ ３９７ꎬ Ｐ ＝
０ ００８ꎻＦＸａ因子与 ＡＰＴＴ 值 ｒ ＝０ ３９１ꎬ Ｐ ＝０ ０１)ꎮ

表 ２　 ３９ 例患者肝素和鱼精蛋白使用情况(ｘ ± ｓ)
　 　 临床资料 数值

体内首剂肝素 / ｍｇ １９７ ０３ ± ３２ ０４７
预冲液肝素 / ｍｇ ６６ ３６ ± ９ ９４３
肝素使用总量 / ｍｇ ２７２ １８ ± ５１ ３６１
鱼精蛋白用量 / ｍｇ ３６１ ３３ ± ８６ ２５２
中和后 ＡＣＴ / 秒 １３０ ４４ ± １６ ６９７
中和后 ＡＰＴＴ / 秒 ３９ ６４ ± ８ ９２５

讨　 论

体外循环是心脏外科不可或缺的技术之一ꎬ虽
然当前低分子肝素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４]ꎬ但体外

循环过程中未分段肝素仍是目前唯一广泛应用的抗

凝制剂ꎬ其优点是具有很好的抗凝活性ꎬ更重要的是

可以被鱼精蛋白及时且充分地中和[５]ꎮ 肝素与抗

凝血酶 ＩＩＩ 结合形成复合物ꎬ进而导致抗凝血酶 ＩＩＩ
的空间构象发生变化从而使抗凝血酶 ＩＩＩ 与活化凝

血因子 ＦＩＩａ因子以及 ＦＸａ因子结合的抑制能力提升ꎬ
达到抗凝血效果ꎮ 在有鱼精蛋白存在的情况下肝素

分子将不再与抗凝血酶 ＩＩＩ 结合ꎬ转而形成更稳定的

肝素￣鱼精蛋白复合物ꎬ达到中和抗凝作用使患者凝

血机能恢复正常状态[６]ꎮ 因此如何有效地检测体

内肝素浓度ꎬ防止肝素中和不全ꎬ鱼精蛋白过量不良

反应的发生ꎬ使患者凝血机能恢复的同时尽量减少

肝素￣鱼精蛋白反应是十分有意义的ꎮ
本研究采用抗 ＦＩＩａ因子以及抗 ＦＸａ因子定量试

剂盒反应实时体内实际肝素浓度ꎬ虽然此方法是肝

素定量研究的金标准ꎬ但是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却难

以满足即刻出结果的需求ꎬ最常用的凝血功能评价

指标依旧是 ＡＣＴ 或 ＡＰＴＴꎮ 依据本研究的结果发

现ꎬＣＰＢ 过程中由于对抗凝的要求较高ꎬ已经超过

ＡＰＴＴ 的检测范围ꎬ而 ＡＣＴ 与实际肝素浓度具有良

好的相关性ꎬ因此认为 ＣＰＢ 过程中 ＡＣＴ 是良好的凝

血功能评价指标ꎮ ＣＰＢ 结束时ꎬ为了完全逆转未分

段肝素在循环系统中的作用ꎬ临床倾向于使用足量

鱼精蛋白中和ꎬ但是鱼精蛋白本身就是一种弱的抗

凝剂ꎬ过量会导致血液抗凝及一些其他不良反

应[７]ꎮ 此外ꎬＣＰＢ 过程本身就对凝血系统有一定的

影响作用ꎬ因此 ＡＣＴ 或 ＡＰＴＴ 对肝素浓度的评价更

加困难ꎮ 有文献报道ꎬ肝素中和后血栓弹力图能更

好的反应机体的凝血功能ꎬ其敏感性与特异性均优

于 ＡＣＴ[８]ꎬ但是由于条件限制ꎬ血栓弹力图也难以

在获取样本后即刻得出结果ꎬ实践中仍需要 ＡＰＴＴ
及 ＡＣＴ 这类简便易行的检测方法ꎮ 本研究发现肝

素中和后 ＡＰＴＴ 及 ＡＣＴ 都无法完全准确描述肝素浓

度的变化ꎬＡＰＴＴ 与实际肝素浓度的相关性要优

于 ＡＣＴꎮ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尽管定量检测方法精

确度较好ꎬ但是样本之间的差异较大ꎬ可能是由于肝

素抗凝效果的个体差异所致ꎬ这方面本文缺乏进一

步的深入分析研究ꎬ在今后的工作中需加以补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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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心脏术后体外膜肺氧合患者肾替代治疗应用
时机回顾性观察研究

李呈龙　 王 红　 阮彩霞　 贾 明　 刘 楠　 侯晓彤

　 　 [摘要] 　 目的: 探究心脏术后体外膜肺氧合(ＥＣＭＯ)辅助患者肾替代治疗(ＲＲＴ)的应用时机ꎮ 方

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因心脏术后心源性休克行 ＥＣＭＯ 辅助且 ＥＣＭＯ 辅助时间 > ４８ 小时患

者 １１６ 例ꎬ其中 ２９ 例 ＲＲＴ 患者被回顾性分为指征前 ＲＲＴ 组和指征后 ＲＲＴ 组ꎬ对这两组患者的临床资

料与预后进行比较ꎮ 结果: １１６ 例心脏术后患者应用 ＥＣＭＯ 辅助住院死亡 ５２ 例(４４ ８％ )ꎬ其中 ２９ 例

ＲＲＴ 患者住院死亡 １８ 例(６２ １％ )ꎬ２９ 例患者中生存患者的平均年龄要低于死亡患者(４４ ３ 岁 ｖｓ. ５８ ５
岁ꎬＰ ＝ ０ ００２)ꎬ且生存患者中指征前 ＲＲＴ 的患者比例要高于死亡组(７２ ７％ ｖｓ. ３３ ３％％ ꎬＰ ＝ ０ ０３９)ꎮ
按照回顾性分析中设定的 ＲＲＴ 指征将患者分为指征前 ＲＲＴ 组 １４ 例ꎬ指征后 ＲＲＴ 组 １５ 例ꎮ 指征前

ＲＲＴ 组急性肾损伤(ＡＫＩ)１ 期 ３ 例、２ 期 １０ 例ꎬ无 ３ 期患者ꎻ指征后 ＲＲＴ 组 ＡＫＩ １ 期 ３ 例、２ 期 ４ 例、３ 期

８ 例ꎮ 指征前 ＲＲＴ 组的 ＡＫＩ 最高分期要早于指征后 ＲＲＴ 组(Ｐ ＝ ０ ００９)ꎬ且住院病死率要远低于指征后

ＲＲＴ 组(４２ ９％ ｖｓ. ８０％ ꎬ Ｐ ＝ ０ ０３９)ꎮ 结论: 心脏术后体外膜肺氧合辅助患者ꎬ在发生急性肾损伤的早

期进行肾替代治疗ꎬ可能改善患者预后ꎬ但仍需要前瞻性研究提供更高级别的临床证据ꎮ
[关键词] 　 心脏手术ꎻ体外膜肺氧合ꎻ急性肾损伤ꎻ肾替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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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１１６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ｉｏｔｏｍ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ａｓ
４４ ８％ (５２ ｏｆ １１６).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１１ ｏｆ ２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ＲＲＴ ｓｕｒｖｉ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６２ １％ .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ＲＲＴ (４４ ３
ｖｓ. ５８ ５ꎬ Ｐ ＝ ０ ００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ＫＩ) ｓｔａｇ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ＲＲＴ ｉｎ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 ＲＲＴ ｇｒｏｕｐ (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ａｇｅ １ꎬ １０ ｉｎ ｓｔａｇｅ ２ꎬ ａｎｄ ｎｏｎｅ ｉｎ ｓｔａｇｅ ３) ｗａｓ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ＲＲＴ ｇｒｏｕｐ (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ａｇｅ １ꎬ ４ ｉｎ ｓｔａｇｅ ２ꎬ ａｎｄ ８ ｉｎ ｓｔａｇｅ ３ꎬ Ｐ ＝ ０ ００９).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ｅ￣
ｅｍｐｔｉｖｅ Ｒ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ＲＲＴ ｇｒｏｕｐ (４２ ９％ ｖｓ. ８０％ ꎬ Ｐ ＝ ０ ０３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ＡＫＩ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ꎬ 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ｉｏｔｏｍ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ＣＭ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ａ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 ＲＲＴ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ｐｏｗｅｒｅｄꎬ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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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ꎻ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ꎻ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ꎻ
Ｒｅｎ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心脏外科手术是治疗心脏疾病的主要方式之一ꎬ
但心脏术后约有 ０ ５％ ~１ ５％的患者发生心脏术后

心源性休克(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ｉｏｔｏｍｙ ｃａｒｄｉｏｇｅｎｉｃ ｓｈｏｃｋꎬＰＣＳ)ꎬ
且应用大量血管活性药物无法逆转ꎬ成为影响手术

结果的最主要原因[１]ꎮ 体外膜肺氧合(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
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ꎬＥＣＭＯ)是将静脉血引流至

体外ꎬ经过氧合器(膜肺)氧合后注入静脉或者动

脉ꎬ为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有效的呼吸循环支持ꎬ
为心肺功能恢复赢得时间的体外生命支持模式ꎬ成
为目前治疗 ＰＣＳ 的主要手段[２]ꎮ

然而由于 ＥＣＭＯ 辅助前心肺功能的严重衰竭、
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ꎬ加之 ＥＣＭＯ 辅助后缺

血再灌注损伤以及全身炎症状态ꎬ心脏术后 ＥＣＭＯ
辅助患者急性肾损伤(ＡＫＩ)的发生率高达 ８１％ ꎬ而
且发生 ＡＫＩ 患者的病死率也大大升高[３]ꎮ 肾替代

治疗(ＲＲＴ)仍是治疗 ＥＣＭＯ 辅助患者 ＡＫＩ 的主要

方式[４]ꎮ 但在 ＥＣＭＯ 辅助过程中 ＲＲＴ 的应用时机

尚不明确ꎬ 本研究将对心脏术后 ＥＣＭＯ 患者 ＲＲＴ
的应用时机进行回顾性分析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因 ＰＣＳ 进行 ＥＣＭＯ 辅助且 ＥＣＭＯ 辅助时间 > ４８
小时的 １１６ 例患者进行回顾ꎬ其中接受 ＲＲＴ 的患者

２９ 例ꎮ ＰＣＳ 的临床标准包括:在正性肌力药、磷酸二

酯酶抑制剂或 ＩＡＢＰ 的支持下ꎬ收缩压仍 < ８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ꎬ中心静脉压 > １２ｍｍＨｇ 且进

行性升高ꎬ终末器官衰竭(尿量 < ０ ５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
并出现代谢性酸中毒( ｐＨ < ７ ３ꎬ血清乳酸浓度 >
３ ０ｍｍｏｌ / Ｌ)ꎮ 患者术中不能脱离体外循环 ( ｃａｒ￣
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ꎬＣＰＢ)ꎬ即在术中建立 ＥＣＭＯ 并

返回重症监护室( ＩＣＵ)ꎻ术后发生 ＰＣＳ 即在 ＩＣＵ 建

立 ＥＣＭＯꎬ或在普通病房建立后转入 ＩＣＵꎮ
２. ＥＣＭＯ 管理　 ＥＣＭＯ 的环路组成、建立、撤机

以及患者临床管理详见我中心前期经验[６￣７]ꎮ
３. ＡＫＩ 的定义与分期 　 参照 ＫＤＩＧＯ 急性肾损

伤临床实践指南对 ＡＫＩ 进行定义并分期ꎮ[５] ＥＣＭＯ
辅助后ꎬ如患者在(ａ)在 ４８ 小时内出现血肌酐增高

２６ ５μｍｏｌ / Ｌ 或(ｂ)血肌酐在 ７ 天内增高至基础值的

１ ５ 倍或(ｃ)持续 ６ 小时尿量 < ０ ５ 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ꎬ
即定义为 ＡＫＩꎬ其临床分期(表 １)ꎮ

表 １　 急性肾损伤分期

分期 血肌酐 尿量

１ 升高达基础值的 １ ５ ~ １ ９
倍ꎻ或升高达 ≥０ ３ｍｇ / ｄＬ
( > ２６ ５μｍｏｌ / Ｌ)

< ０ ５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ꎬ持续 ６
~ １２ 小时

２ ４１ 高 达 基 础 值 的 ２ ０ ~
２ ９ 倍

< ０ ５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ꎬ持续

≥１２ 小时
３ 升高达基础值的 ３ ０ 倍ꎻ或

升 高 达 ≥ ４ ０ｍｇ / ｄＬ ( >
３５３ ６μｍｏｌ / Ｌ)ꎻ 或开始肾

脏替代治疗

< ０ ３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ꎬ持续

≥２４ 小 时ꎻ 或 无 尿 ≥ １２
小时

４. ＲＲＴ 的指征与管理　 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ꎬ
ＲＲＴ 的应用由临床医师根据 ＫＤＩＧＯ 急性肾损伤临

床实践指南进行决定ꎮ[５] 在回顾性分析中ꎬ研究设

定的透析指征如下[８]:①高钾血症(Ｋ ≥ ６ ｍｍｏｌ /
Ｌ)ꎬ②严重酸中毒 ( ｐＨ ≤ ７ １５)ꎬ③血清尿素 >
３６ｍｍｏｌ / Ｌꎬ④少尿( < ０ ３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 持续 ２４ 小

时或无尿持续 １２ 小时)ꎮ 将 ＲＲＴ 患者分为两组ꎬ在
以上全部指征前即进行 ＲＲＴ 的患者纳入指征前

ＲＲＴ 组ꎬ在以上任意一指征后进行 ＲＲＴ 的患者纳入

指征后 ＲＲＴ 组ꎮ
ＲＲＴ 统一采取连续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模

式( ＣＶＶＨＤＦ)ꎬ将连续肾替代治疗 ( ＣＲＲＴ) 设备

(Ｐｒｉｓｍａｆｌｅｘ  透析系统ꎬＭ１００ 血滤器套包ꎬ瑞典金

宝ꎻ或 ｍｕｌｔｉＦｉｌｔｒａｔｅ 透析系统ꎬＫｉｔ ９ ＣＶＶＨ １０００ 血

滤器套包ꎬ德国费森尤斯)连接至 ＥＣＭＯ 环路ꎬ或单

独进行深静脉穿刺进行 ＣＲＲＴꎬ目标血流量及废液

量分别为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Ｌ /分钟和 ２５ ~ ３５ ｍＬｋｇ － １
ｈ － １ꎬ具体参数由临床医师决定ꎮ

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 统计学软件建立

数据库并进行分析ꎮ 计量资料以均值 ± 标准差表

示ꎬ两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或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ꎮ 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ꎬ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患者临床资料与 ＥＣＭＯ 辅助情况　 １１６ 例心

脏术后患者应用 ＥＣＭＯ 辅助且辅助时间 > ４８ 小时ꎬ
住院死亡 ５２ 例(４４ ８％ )ꎬ其中 ２９ 例应用 ＲＲＴꎬ接
受 ＲＲＴ 患者住院死亡 １８ 例(６２ １％ )ꎮ 包括非停跳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ＯＰＣＡＢＧ)３ 例、停跳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４ 例、ＣＡＢＧ 联合瓣膜手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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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瓣膜手术 １０ 例、心脏移植 ５ 例、其他心脏手术 ３
例ꎮ 生存患者的平均年龄要低于死亡患者(４４ ３ 岁

ｖｓ. ５８ ５ 岁ꎬＰ ＝ ０ ００２)ꎬ且生存患者中指征前 ＲＲＴ
的患者比例要高于死亡组(７２ ７％ ｖｓ. ３３ ３％ ꎬＰ ＝
０ ０３９)ꎬ其余临床资料在生存与死亡患者间未显现

出统计学差异(表 ２)ꎮ

表 ２　 ＲＲＴ 患者存活与死亡患者临床资料与

ＥＣＭＯ 辅助情况比较[ｘ ± ｓꎬｎ(％ )]
　 　 项目 存活(ｎ ＝１１) 死亡(ｎ ＝１８) Ｐ 值

性别 (男性) ７ / １１ (６３ ６) １３ / １８ (７２ ２) ０ ６９４
年龄 /岁 ４４ ３ ± １２ １ ５８ ５ ± ９ ８ ０ ００２
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 / ％ ４７ ２ ± ８ ０ ５３ ± １０ ６ ０ １１２
ＮＹＨＡ ＩＩＩ 或 ＩＶ 级 ８ / １１ (７２ ７) １４ / １８ (７７ ８) １ ０００
手术类型 ０ ０７７
　 ＯＰＣＡＢＧ ０ ３
　 ＣＡＢＧ １ ３
　 ＣＡＢＧ ＋瓣膜手术 １ ３
　 瓣膜手术 ５ ５
　 心脏移植 ２ ３
　 其他 ２ １
应用 ＣＰＢ １０ / １１ (９０ ９) １５ / １８ (８３ ３) １ ０００
ＥＣＭＯ 建立时机 ０ ４３２
　 手术室 ６ １３
　 ＩＣＵ ５ ５
ＥＣＭＯ 初始流量 / (Ｌ /分钟) ３ ２９ ± ０ ６３ ３ １５ ± ０ ７６ ０ ５９５
ＥＣＭＯ 初始乳酸水平 / (ｍｍｏｌ / Ｌ) １２ ２ ± ５ ９ １１ ５ ± ６ ０ ０ ７３６
ＩＡＢＰ 辅助 ３ / １１ (２７ ３) ９ / １８ (５０ ０) ０ ２７３
ＲＲＴ 相关

　 指征前 ＲＲＴ ８ / １１ (７２ ７) ６ / １８ (３３ ３) ０ ０３９
　 ＲＲＴ 距 ＥＣＭＯ 开始时间 /小时 ４９ ± ６４ ５９ ± ９０ ０ ９４６
　 ＩＣＵ ＲＲＴ 时间 /天 １０ ６ ± ８ １ ８ １ ± ６ １ ０ ８０８

２. 指征前后 ＲＲＴ 患者临床资料与结局比较 　
按照回顾性分析中设定的 ＲＲＴ 指征将患者分为指

征前 ＲＲＴ 组 １４ 例ꎬ指征后 ＲＲＴ 组 １５ 例ꎮ 在基线

数据与 ＲＲＴ 相关数据中ꎬ除 ＲＲＴ 前最高 ＡＫＩ 分期

(Ｐ ＝ ０ ００９)以外并未显现出统计学差异(表 ３)ꎮ
指征前 ＲＲＴ 组 ＡＫＩ １ 期 ３ 例(３ / １４ꎬ２１ ４％ )ꎬ２ 期

１０ 例(１０ / １４ꎬ７１ ４％ )ꎬ无 ３ 期患者ꎬ但有 １ 例因炎

症反应过重虽未满足 ＡＫＩ 标准也应用 ＲＲＴ 进行干

预ꎮ 指征后 ＲＲＴ 组 ＡＫＩ １ 期 ３ 例(３ / １５ꎬ２０ ０％ )、２
期 ４ 例(４ / １５ꎬ２６ ７％ )ꎬ三期 ８ 例(８ / １５ꎬ５３ ３％ )ꎮ

指征前 ＲＲＴ 组与指征后 ＲＲＴ 组的平均血制品

输注、并发症发生、ＥＣＭＯ 辅助时间、ＥＣＭＯ 成功撤

机率、机械通气时间与住院时间均未显现出统计学

差异(表 ４)ꎮ 而指征前 ＲＲＴ 组的住院病死率要远

低于指征后 ＲＲＴ 组(４２ ９％ ｖｓ. ８０％ ꎬ Ｐ ＝ ０ ０３９)ꎮ

表 ３　 指征前后 ＲＲＴ 患者 ＲＲＴ
相关数据比较[ｘ ± ｓꎬｎ(％ )]

　 　 项目
指征前 ＲＲＴ
(ｎ ＝１４)

指征后 ＲＲＴ
(ｎ ＝１５)

Ｐ 值

性别 (男性) １０ (７１ ４) １０ (６６ ７) １ ０００
年龄 /岁 ４９ ９ ± １１ ９ ５６ １ ± １３ ０ ０ １８７
术前血肌酐 / (μｍｏｌ / Ｌ) ７８ ２ ± ２３ ６ １３６ ０ ± １２７ ９ ０ １０８
ＣＫＤ ０ １ / １５(６ ７) １ ０００
ＲＲＴ 前最高 ＡＫＩ 分期 ０ ００９
　 １ 期 ３ / １４ (２１ ４) ３ / １５ (２０ ０)
　 ２ 期 １０ / １４ (７１ ４) ４ / １５ (２６ ７)
　 ３ 期 ０ / １４ (０ ０) ８ / １５ (５３ ３)
ＲＲＴ 开始前情况

　 血清钾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６７ ± ０ ５２ ５ １５ ± １ １１ ０ ２７０
　 ｐＨ 值 ７ ４６ ± ０ ０６ ７ ４７ ± ０ ０８ ０ ７１５
　 碱剩余 /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７ ± ２ ８ ￣１ ２ ± ４ ５ ０ ８１３
　 血肌酐 / (μｍｏｌ / Ｌ) １５６ １ ± ５３ ７ ２２９ ６ ± １５７ ８ ０ ２３９
　 血尿素 / (ｍｍｏｌ / Ｌ) １４ ３ ± ４ ５ ２２ ５ ± １４ ０ ２０２
　 ２４ 小时尿量 / ｍＬ １９０７ ± １１９９ １３９０ ± １５３８ ０ １２３
ＲＲＴ 距 ＥＣＭＯ 开始时间 /小时 ４２ ± ６２ ６７ ± ９４ ０ ６２１
ＩＣＵ ＲＲＴ 时间 /天 ９ ６ ± ６ ３ ８ ６ ± ８. ０ ６２１

表 ４　 指征前后 ＲＲＴ 患者结局

数据比较[ｘ ± ｓꎬｎ(％ )]

项目
指征前 ＲＲＴ
(ｎ ＝１４)

指征后 ＲＲＴ
(ｎ ＝１５)

Ｐ 值

平均血制品输注

　 悬浮红细胞 / Ｕ ２５ ± １４ ３６ ± ２０ ０ ０５１
　 冰冻血浆 / (１００ ｍＬ) ２８ ± １９ ３６ ± １９ ０ １８６
　 血小板 / Ｕ ４ ± ３ ７ ± ３ ０ ０５７
并发症

　 下肢缺血 ４ / １４(２８ ６) １ / １５(６ ７) ０ １６９
　 多器官功能衰竭 ５ / １４(３５ ７) １０ / １５(６６ ７) ０ ０９６
　 感染 ９ / １４(６４ ３) ７ / １５(４６ ７) ０ ３４０
　 二次手术 ６ / １４(４２ ９) ９ / １５(６０ ０) ０ ３５６
ＥＣＭＯ 辅助时间 /天 ６ ２ ± １ ９ ６ ０ ± ２ ３ ０ ５０５
成功撤除 ＥＣＭＯ 例数 １１ / １４(７８ ６) ９ / １５(６０ ０) ０ ４２７
机械通气时间 /小时 ２３２ ± １９５ １８６ ± １３６ ０ ４２５
住院时间 /天 ２９ ４ ± ２０ ８ １８ ５ ± １４ ０ ０ ０９３
住院病死率 ６ (４２ ９) １２(８０ ０) ０ ０３９

讨　 论

ＡＫＩ 在重症患者中的发生率高达 ５１％ ꎬ成为了

影响重症患者生存率的重要因素之一[９]ꎮ 然而由

于 ＥＣＭＯ 辅助的患者处于心肺功能衰竭的极期ꎬ肾
脏接受到的打击要远远严重于普通重症患者ꎮ ＡＫＩ
的发生率在接受 ＥＣＭＯ 辅助的不同种类患者中均

居高不下ꎬ在新生儿[１０]、儿童[１１] 以及呼吸衰竭[１２]

的患者中超过 ７０％ ꎮ 我中心前期数据显示在心脏

术后接受 ＥＣＭＯ 辅助的患者中竟达到 ８１％ ꎬ并且根

据 ＲＩＦＬＥ 分级处于损伤( ｉｎｊｕｒｙ)和衰竭( ｆａｉｌｕｒｅ)等
级 ＡＫＩ 患者的住院病死率分别为 ６３％ 和 ７１％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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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项来自体外生命支持组织(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ＥＬＳＯ) 的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８ 年ꎬ 注册的 ７ ９４１ 例儿童与 １ ９６２ 例

新生儿 ＥＣＭＯ 患者ꎬ在去除混杂因素后ꎬＡＫＩ 和接受

ＲＲＴ 成为了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１３]ꎮ
然而目前 ＥＣＭＯ 患者应用 ＲＲＴ 的指征与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尽相同[１４]ꎮ ＥＬＳＯ 对注册的 ６５
个 ＥＣＭＯ 中心进行问卷调查显示 ３５％ 的 ＲＲＴ 应用

于 ＡＫＩꎬ而其他则用于液体超负荷(Ｆｌｕｉｄｓ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ꎬ
ＦＯ)的预防与治疗ꎮ 但尚没有文献就 ＥＣＭＯ 辅助患

者 ＲＲＴ 的应用时机进行讨论ꎮ
本研究回顾了心脏术后 ＥＣＭＯ 辅助并应用

ＲＲＴ 的患者 ２９ 例ꎬＲＲＴ 的应用完全由临床医师根

据 ＫＤＩＧＯ 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以及当时的具

体临床情况进行决定ꎬ而在回顾性分析时本研究设

定了 ＲＲＴ 指征以对每例患者的 ＲＲＴ 应用时机进行

判定ꎬ将患者分为了指征前 ＲＲＴ 组以及指征后 ＲＲＴ
组ꎬ指征前 ＲＲＴ 组的 ＲＲＴ 应用时机要早于指征后

ＲＲＴ 组ꎮ 而数据结果也支持了这一时机的划分ꎬ指
征前 ＲＲＴ 组的最高 ＡＫＩ 分期要远低于指征后 ＲＲＴ
组ꎮ 患者结局显示时机较早的指征前 ＲＲＴ 组其住

院病死率要远低于指征后 ＲＲＴ 组 ( ４２ ９％ ｖｓ.
８０％ )ꎮ 在 ＥＣＭＯ 辅助的患者中较早应用 ＲＲＴ 可能

会提高患者的生存率ꎮ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对非 ＥＣＭＯ 辅助肾功能不

全患者的 ＲＲＴ 应用时机进行讨论ꎬ但并无结论性意

见ꎮ 曾有大规模的前瞻性试验表明在慢性肾病患者

并不受益于早期 ＲＲＴ 干预[１５]ꎬ 但也有一些系统综

述表明早期应用 ＲＲＴ 对提高患者结局可能有所帮

助[１６ ￣１７]ꎬ 但其所分析的文献异质性较大ꎬＲＲＴ 应用

人群及试验设计均也有所不同ꎮ 此外有一些应用较

新的生物学标志物而对 ＲＲＴ 时机进行判定的随机

对照试验正在开展[１８]ꎮ
本研究结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释ꎮ 首先

ＲＲＴ 可以在 ＡＫＩ 早期对患者进行容量控制ꎮ 大量

文献已经在急性肺损伤[１９]、手术患者[２０]、创伤患者

等[２１] 不同人群中证实 ＦＯ 会增加患者的病死率ꎮ
ＣＲＲＴ 患者早期较低的 ＦＯ 同样证实对患者结局有

利[２２]ꎬ ＦＯ 可以造成肾间质水肿、提高肾静脉压从

而加重肾损害[２３]ꎬ 早期的 ＲＲＴ 干预可以减低肾脏

后负荷、尽早纠正内环境紊乱以加快肾功能恢复ꎮ
另外在 ＥＣＭＯ 患者中也有证据表明早期的容量负

平衡可以降低患者病死率[２４]ꎮ 其次ꎬＥＣＭＯ 辅助期

间由于患者的应激反应以及血液与 ＥＣＭＯ 环路大

量接触而产生了剧烈的炎症反应[２５]ꎬ ＲＲＴ 可能早

期超滤出部分炎症因子[２６]ꎬ 从而改善患者预后ꎮ
然而本回顾性研究病例数量小ꎬ无法完全去除

混杂因素对结果的影响ꎬ仍需要病例数的积累ꎬ得出

更为可靠的统计学结论ꎮ 进一步的临床研究也可以

从本研究结论中得到启示ꎬＲＲＴ 对 ＥＣＭＯ 辅助患者

的干预指征并不能被明确分为 ＡＫＩ 的治疗和 ＦＯ 的

预防与治疗ꎬＦＯ 和 ＡＫＩ 有可能是病理生理过程中

的不同阶段ꎬ而真正的 ＲＲＴ 干预时机需根据病人的

个体化情况进行界定ꎬ下一步的前瞻性研究可能会

提供更高一级别的临床证据ꎮ
总之ꎬ心脏术后体外膜肺氧合辅助患者ꎬ在发生

急性肾损伤的早期进行肾替代治疗ꎬ可能改善患者

预后ꎬ但仍需要前瞻性研究提供更高级别的临床

证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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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心肺血管病杂志»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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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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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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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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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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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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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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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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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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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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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病研究所 心脏外科

通信作者:秦彦荣ꎬ副主任护师ꎬ研究方向:心血管围手术期护理ꎮ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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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护理

心脏外科正中开胸手术后疼痛护理管理

孙君辉　 秦彦荣　 谷静媛　 许李力　 焦玉清　 孟 旭

　 　 [摘要] 　 目的:通过患者围术期及术后随访疼痛评分、用药情况ꎬ建立个体化有针对性的疼痛护理

管理方案ꎮ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在北京安贞医院行正中开胸心外手术的 ６０１ 例患者ꎬ
其中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患者 １５１ 例ꎬ 占 ２５ １％ ꎬ风湿性心脏病患者 ３８２ 例ꎬ占 ６３ ６％ ꎬ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 ６１ 例ꎬ占 １０ １％ ꎬ其它疾病患者 ７ 例ꎮ 在术后出监护室时、出院时、出院一周拆线时、术
后 １ 个月门诊复查时、术后 ３ 个月门诊复查时ꎬ分别进行疼痛量表评分调查ꎬ并根据用药情况和疼痛原

因ꎬ给出针对性疼痛护理方案ꎮ 结果:患者在五个时间点评分为术后出监护室时 ３ ５７ ± １ ３ꎬ出院时

３ ２５ ± ０ ７５ꎬ出院 １ 周拆线时 ２ １３ ± ０ ６２ꎬ术后 １ 个月门诊复查时 １ ５５ ± ０ ９１ꎬ术后 ３ 个月门诊复查时

０ ６３ ± ０ ５１ꎬ其均值随着随诊时间延长逐渐下降ꎬ但是在术后一个月时数值的离散度加大ꎬ为患者围术

期疼痛原因未解除ꎬ转为慢性疼痛ꎮ 结论:患者在传统正中开胸心外科手术后ꎬ疼痛评分为低强度的ꎬ在
术后 １ 个月左右有疼痛性质的分化ꎬ应针对个体情况进行疼痛护理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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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年中国心脑血管病患者出院人次数为

１４３５ ２９ 万人次ꎬ占同期出院总人次数的 １２ ２４％ ꎻ
其中ꎬ心血管病 ７５２ ５０ 万人次ꎬ占同期出院总人次

数的 ６ ４２％ ꎮ 近 １０ 年来ꎬ心脏外科手术量逐年递

增ꎬ２０１２ 年为 ２０３ １９５ 例[１]ꎮ
在心外科手术后 ３ 个月ꎬ疼痛是患者最常反应

的并发症ꎮ 而针对术后疼痛护理管理方面的研究却

很少提及ꎮ 本研究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心外科正中开胸手术患者 ６０１ 例患者ꎬ进行 ３ 个月

围手术期内随访ꎬ通过量化患者的疼痛等级ꎬ研究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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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患者的疼痛管理ꎬ针对患者情况予以相应的处

理ꎮ 并给患者一个出院后疼痛管理ꎬ且收集数据ꎬ分
析不同疼痛类型与患者自身参数的关系ꎮ

疼痛是一种患者自身的体验ꎬ主观因素较多ꎬ通
过量表的方式可以给疼痛进行分级ꎬ尽可能排除其

他干扰ꎮ 心外科术后疼痛往往发生在手术切口ꎬ动
静脉置管的穿刺点ꎬ流量管切口或者因气胸ꎬ皮下气

肿ꎬ胸腔积液等刺激ꎮ 对于做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患

者ꎬ则还有制备乳内动脉和大隐静脉后损伤的疼痛ꎮ
无论心脏外科手术技术如何提高ꎬ是否微创手术ꎬ只
要是经过手术操作的患者ꎬ总是会报告有或多或少

的术后疼痛ꎮ[２]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术后疼痛ꎬ总会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ꎮ 对于心脏外科术后患者ꎬ因为术后疼痛

刺激交感神经兴奋ꎬ则增加术后心率ꎬ血压ꎮ 过快的

心率和过高的后负荷压力ꎬ会减少左心室充盈时间

和减低心脏的总输出量ꎮ[３] 而这些因素会造成术后

血流动力学的不稳定ꎬ周围脏器供血不足等后果ꎮ
在本研究中ꎬ心脏外科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平均

为(７ １ ± ２ ７)天ꎬ在 ３ 个月的术后恢复期里ꎬ绝大

多数时间是在家中或社区医院渡过的ꎬ这种情况下ꎬ
有效监督下的止疼药使用ꎬ针对疼痛原因的理疗ꎬ针
对患者的精神因素的排解等种种方法ꎬ必须综合使

用并且个体优化ꎬ建立一个术后的疼痛护理管理教

育体系显得尤为重要[４]ꎮ

资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心外科正中开胸手术患者ꎬ术后转出监护室ꎬ出院

时ꎬ出院 １ 周拆线时、术后 １ 个月、术后 ３ 个月ꎬ分 ５
次填术后生活质量及疼痛情况量表ꎬ有效问卷并三

个月均有效门诊随访患者 ６０１ 例ꎬ病种、手术情况等

参数详见表 １ꎮ
２ 术后疼痛量表:根据手术情况ꎬ术后随访时

间ꎬ疼痛分级ꎬ疼痛原因设计ꎬ对疼痛程度进行主观

十级分级ꎬ由患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填写表格ꎮ 对刺

激疼痛的行为进行标注ꎬ以确定疼痛原因. 疼痛位置

则根据心外手术情况进行分类ꎮ 疼痛性质根据主观

感受ꎬ分类为钝痛ꎬ刺痛等ꎮ
３. 统计学方法:本研究数据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分析ꎮ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
采用 ｔ 检验ꎬ两两比较采用 Ｄｕｍｅｔｔ 法ꎬ非正态分布资

料采用中位数(Ｍ)及四分位数间距(Ｐ２５ꎬＰ７５)表示ꎬ
采用秩和检验ꎮ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１　 ６０１ 例患者基本信息及术前情况[ｘ ± ｓꎬｎ(％ )]

　 　 项目 数值

年龄 / 岁 ５６ ６ ± １３ ５
性别 / (女性 / 男性) ３１８ / ２８３
身高 / ｃｍ １６４ ２ ± ７ ７
ＢＭＩ ２５ ２ ± ３ ２
体表面积 / ｍ２ １ ７ ± ０ １６
术前检查

　 ＬＶＥＦ ６５ ６ ± ８ ３
　 心功能 ３ 级或 ４ 级 １０３(１７ １)
　 ＥＵＲＯ Ｓｃｏｒｅ ＩＩ ２ ０５ ± ０ ５１
先天性心脏病 １５１(２５ １)
风湿性心脏病 ３８２(６３ ６)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６１(１０ １)
术前病史

　 　 吸烟史 ２３８(３９ ６)
　 　 高血压史 １７４(２８ ８)
　 　 糖尿病 ７１(１１ ８)
　 　 脑梗死史 ２３(３ ８)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二次手术

１７(２ ８)
１８(２ ９)

结　 果

１. 围手术期情况诊断心脏病时间(５ １ ± １ ３)
年ꎬ瓣膜手术 ４３３ 例ꎬ ７２ ０％ ꎬ搭桥手术 ６１ 例ꎬ
１０ １％ ꎬ手术时间(６ ３８ ± ４ ３)小时ꎬ需要体外循环

的手术的体外循环时间(８５ １ ± ５１ １)分钟ꎬ住监护

室时间(２１ ８ ± ６ ７) 小时ꎬ术后住院时间 (７ １ ±
２ ７)天(表 ２)ꎮ

表 ２　 围手术期参数表[ｘ ± ｓꎬｎ(％ )]

　 　 参数 数值

诊断到手术时间 / 年 ５ １ ± １ ３
手术类型

　 瓣膜手术 ４３３(７２ ０)
　 搭桥手术 ６１(１０ １)
　 先心病手术 １０１(１６ ８)
　 其它手术 ６(１ ０)
手术时间 / 小时 ６ ３８ ± ４ ３
　 体外循环手术 ４９５(８２ ４)
体外循环时间 / 分钟 ８５ １ ± ５１ １
非体外循环手术 １０６(１７ ６)
住监护室时间 / 小时 ２１ ８ ± ６ ７
术后住院时间 / 天 ７ １ ± ２ ７
疼痛位置

　 胸骨正中手术切口(例数) ５２４(８７ ２)
　 胸部 / 肋骨(例数) ２１７(３６ １)
　 肩背部(例数) ３３１(５５ １)
　 引流管处(例数) ９７(１６ １)
　 颈部(中心静脉穿刺处) ７３(１２ １)
刺激疼痛的原因

　 咳嗽 ５１１(８５ ０)
　 下床活动 ３１４(５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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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患者报告疼痛分级列表及时间关系ꎬ患者术

后出监护室时疼痛评分为 ３ ５７ ± １ ３ꎬ使用过吗啡

类药物的患者为 ４１７ꎬ当出院时疼痛评分为 ３ ２５ ±
０ ７５ꎬ而出院后三个随访点出院一周拆线时ꎬ术后 １
个月门诊复查时ꎬ术后 ３ 个月门诊复查时疼痛评分

分别为[(２ １３ ± ０ ６２) ｖｓ. (１ ５５ ± ０ ９１) ｖｓ. (０ ６３ ±
０ ５１)分]ꎬ其均值随着随着时间延长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ꎬ但是在术后一个月时数值的离散度加大ꎮ
原因是某些患者术中疼痛原因没有得到彻底解决ꎬ
疼痛转为慢性疼痛ꎬ需要进一步治疗ꎬ而大多数患者

胸骨已经开始愈合ꎬ疼痛减轻或已经适应疼痛ꎮ 术

后疼痛及用药情况详见表 ３ ~ ４ꎮ

表 ３　 术后患者疼痛分级列表[ｘ ± ｓꎬ分]
项目 术后出监护室时 出院时 出院 １ 周拆线时 术后 １ 个月门诊复查时 术后 ３ 个月门诊复查时

疼痛分级 ３ ５７ ± １ ３ ３ ２５ ± ０ ７５ ２ １３ ± ０ ６２ １ ５５ ± ０ ９１ ０ ６３ ± ０ ５１
ｑ 值

Ｐ 值
—

１１９ ０６
０ ７８７

１９４ ７５
０ ３８８

８８ ６５
< ０ ００１

１７３ ４８
０ ０００

表 ４　 ６０１ 例笔者术后疼痛管理时间列表(例数)
　 　 项目 术后出监护室时 出院时 出院 １ 周拆线时 术后 １ 个月门诊复查时 术后 ３ 个月门诊复查时

用药处理

　 吗啡类 ４１７ ３９５ ９１ ４３ ９
　 非甾体类 １９ ４９１ ４１３ １８７ ７２
其它 １１６ ５１１ ２７３ １６３ ６７
非药物处理类

　 按摩 ０ １９７ ５７１ ５６９ ２４７
　 冷敷或热敷 ０ ２３１ ３７４ ４８７ ３２６
　 其它 ５ ２７７ ３８９ ３７７ １９７

讨　 论

在本研究中患者刚出监护室时的疼痛评分为

３ ５７ ± １ ３ꎬ随着随诊时间的延长ꎬ评分逐渐降低ꎬ到
三个月随诊时疼痛评分(０ ６３ ± ０ ５１)分ꎮ 这些患

者中出院时的疼痛评分(３ ２５ ± ０ ７５)分和出院 １
周拆线时的疼痛评分(２ １３ ± ０ ６２)分ꎬ程度减轻但

是与刚出监护室时的疼痛评分(３ ５７ ± １ ３)分ꎬ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７８７ꎬＰ ＝ ０ ３８８)ꎬ但是ꎬ所以

在一个月时主观疼痛评分数值(１ ５５ ± ０ ９１)的离

散度加大ꎬ标准差加大为 ０ ９１ꎬ并且与监护室时的

疼痛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１)ꎬ这与患者

的围手术期疼痛原因没有得到解决ꎬ例如胸水刺激ꎬ
肺部感染的术后咳嗽ꎬ在随后的随诊中变为慢性疼

痛ꎮ 使得这些患者的主观疼痛评分出现分化ꎮ 所

以ꎬ围手术期疼痛护理管理变得不光是对症处理ꎬ更
变成一个前瞻性预防慢性疼痛的过程[５]ꎮ

对于一线临床护士ꎬ在围术期不但要确认患者

有疼痛主诉ꎬ更重要的是确认疼痛的性质和来源ꎮ
在本研究中ꎬ术后 １ 周的疼痛原因是咳嗽ꎬ深呼吸ꎬ
改变体位等运动刺激ꎮ 这时ꎬ针对患者疼痛原因选

择药物处理还是非药物处理就非常重要了ꎮ 如果患

者疼痛原因是胸水刺激等因素引起的咳嗽ꎬ其镇痛

处理就不光是对症ꎬ还要解除胸水刺激ꎮ 而有些患

者局部淤血压迫等疼痛类型ꎬ则局部热敷或硫酸锌

敷表收敛即可解决疼痛ꎮ 在本研究中ꎬ围术期应用

吗啡类镇痛药较多的患者ꎬ在出院 １ 个月内主诉睡

眠不良增多ꎮ 可能与吗啡类药物在围术期促进睡

眠ꎬ而在术后患者无法得到吗啡类药物ꎬ短时造成睡

眠障碍[６￣７]ꎮ
影响疼痛主观感受的因素多种多样ꎬ包括疼痛

的级别、对活动的影响、持续时间ꎬ甚至包括患者对

医护人员处理疼痛的反应时间ꎮ 其中患者术后参与

疼痛管理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ꎮ 例如冠状动脉

搭桥患者因为需要制备大隐静脉ꎬ下肢内侧有 ２０ ~
３０ 厘米手术切口ꎮ 当围术期护理宣教患者 ３ 个月

内每日抬高患肢制动 １ 小时ꎬ减少下肢水肿后ꎬ患者

每日参与管理ꎬ自主制动并记录ꎬ患者主诉下肢疼痛

数量明显减少[８]ꎮ
护士对患者的术后疼痛管理也分为院内和院外

两个部分[９]ꎮ 院内管理包括:①了解患者的疼痛原

因ꎬ针对患者疼痛原因给予最小损伤的疼痛处理ꎮ
②对在院患者进行宣教ꎬ教会患者对疼痛进行量化

评价ꎬ而针对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的患者要选用适

用的评价量表ꎬ让患者易于了解ꎮ 这为医护人员及

时准确的了解患者疼痛程度提供量化标准ꎮ ③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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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家属讲授各种镇痛措施的适应症和副作用ꎬ宣
教镇痛措施的起效时间和疗效ꎬ给患者正确的镇痛

预期ꎮ 同时宣教镇痛药物的不良反应ꎬ比如呼吸抑

制、吗啡成瘾等危害ꎬ让患者和家属了解使用镇痛药

物并非级别越高越多越好ꎮ 其重点在于解除患者术

后痛苦及对其功能活动及休息的影响ꎮ
院外管理则包括:①. 随诊教育ꎬ在围术期有些

疼痛原因无法解决ꎬ转为慢性疼痛ꎬ需要随诊药物镇

痛或者理疗 ②. 术后低强度疼痛的预期的建立ꎬ因
为正中开胸手术体位压迫ꎬ臂丛神经或尺神经手术

过程中有可能受损ꎬ神经恢复需要一定时间③. 瘢痕

体质患者要有心理准备产生手术瘢痕ꎬ需要及早去

瘢痕治疗ꎮ ④. 术后早期适当低剧烈度运动ꎬ否则可

能影响胸骨愈合并产生疼痛ꎮ 其重点在于评价疼痛

原因ꎬ疼痛强度和疼痛对生活质量的总体影响ꎬ其内

容不光是疼痛强度的评价ꎬ更包括患者对疼痛护理

管理的满意度和对生活质量的评价ꎮ
当然ꎬ无论是围术期还是术后三个月疼痛管理ꎬ

医护人员都应该先鼓励患者应用非药物镇痛方法ꎬ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无效ꎬ再依次应用非吗啡类药物

和吗啡类药物 [１０]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各个病种术后疼痛的差异化

管理不明确ꎬ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因为手术方式与体

外循环的瓣膜手术和先心病手术方式不同ꎬ在进一

步研究中应该分层次建立针对性的疼痛管理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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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报道

多发肺部血管球瘤１例报道

耿婉如　 张黎明　 田育英　 庞宝森

　 　 [关键词] 　 血管球瘤ꎬ肺部ꎻ肺部疾病ꎻ纤维支气管镜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 　 　 [文献标志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５)１２￣９２５￣０２

　 　 血管球瘤(ｇｌｏｍｕｓ ｔｕｍｏｒꎬＧＴ)是原发于血管球的肿瘤ꎬ在
临床上发病率低ꎬ属罕见病ꎮ 血管球瘤好发于机体多个部

位ꎬ但以指甲床下居多ꎬ也可发生肢端的皮肤ꎬ但肺组织的

ＧＴ 非常罕见ꎮ 此外ꎬＧＴ 的发病形态多为单发ꎬ多发者尤为

罕见ꎮ 本文现报道 １ 例发生于气管的多发巨大 ＧＴꎬ复习相

关文献讨论其临床特点、诊断及鉴别诊断ꎮ
一般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ꎬ４４ 岁ꎬ农民ꎬ反复咳嗽气促 ３

年ꎬ曾诊断为“支气管哮喘”ꎬ给予抗炎、平喘等药物治疗ꎬ疗
效不明显ꎮ ４ 个月前ꎬ患者上述症状进一步加重ꎬ无发热ꎬ无
咯血ꎬ无胸痛ꎬ无盗汗ꎬ为系统诊疗入当地医院ꎬ再次给予抗

炎、平喘等药物无效后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转入朝阳医院门

诊进一步诊疗ꎮ 否认吸烟史ꎮ 查体:双侧胸廓对称ꎬ双肺叩

诊清音ꎬ呼吸音粗糙ꎬ未闻及干湿性啰音ꎬ心率 ７７ 次 /分ꎬ 律

齐ꎬ各瓣膜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ꎮ 血常规:白细胞 ７ ３ × １０９ /
Ｌꎬ中性粒细胞 ７０ ９％ ꎬ淋巴细胞 １３ ６％ ꎬ红细胞 ３ ６６ × １０１２ /
Ｌꎬ血红蛋白 １１３ ｇ / Ｌꎬ血小板 ２０４ × １０９ / Ｌꎮ 肺功能检查:中度

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ꎬ支气管扩张试验阴性ꎮ 门诊未能完善

肝肾功能检查ꎮ 肺部 ＣＴ(图 １):双肺下叶多发结节影ꎬ较大

者位于右肺下叶ꎬ大小约为 ７ｃｍ × ６ｃｍꎬ与周围组织边界清

楚ꎮ 影像诊断:双肺多发结节影ꎬ性质待查ꎬ建议行纤维支气

管镜检查ꎮ 气管镜活检(图 ２):镜下见右下叶支气管新生

物ꎬ呈淡黄色ꎬ表面被覆透明黏液状物质ꎬ质脆易出血ꎬ于新

生物处取活检组织 ４ 块送检病理ꎮ 病理结果回报为:肺血管

球瘤ꎮ 病理图片如图 ３ꎮ 患者本人表示拒绝朝阳医院继续诊

疗ꎬ门诊自行离开ꎮ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电话随诊时患者仍健在ꎮ
讨论　 血管球瘤多发年龄为 ２０ ~ ４０ 岁ꎬ发病率约占全

身软组织肿瘤的 ２％ ꎮ ＧＴ 好发于四肢末端ꎬ尤其是指甲下为

本病的好发部位ꎮ 文献也有报道本病发生于肩部、大腿、膝
盖和胃肠道等[１￣４] ꎮ 目前已经报道胸部血管球瘤发生于气道

的非常罕见ꎬ２０１０ 年国外文献报道 ２０ 余例[５] ꎬ国内报道仅约

１０ 例[６] ꎮ 根据形态ꎬ血管球瘤可以分为单发、多发和斑块样

分布 ３ 种ꎮ 其中ꎬ单发者为多ꎬ而多发血管球瘤更为少见ꎬ大
约只占全部血管球瘤的 １０％ ~ ２５％ [７] ꎮ 本文报道 １ 例多发

的肺部血管球瘤ꎬ发生于气道内和肺内ꎬ无论从发病部位还

是从发病形态上来说ꎬ均属罕见ꎮ
血管球瘤是一种良性肿瘤ꎬ源于正常血管球或其他动静

脉吻合处的良性血管性错构瘤ꎮ 它由 Ｗｏｏｄ 在 １８１２ 年首次

发现这一病变[８] ꎬ并在 １９２４ 年ꎬＭａｓｓｏｎ 首次详细描述了这一

疾病ꎬ他把血管球瘤体组织与正常组织进行对比ꎬ并指出血

管球瘤体实质为扩张和过度增生的病变组织ꎮ １９３５ 年ꎬＢａｉ￣
ｌｅｙ[９]提出了“血管球瘤”这一命名ꎬ而 Ｔｏｕｒａｉｎｅ 等[１０] ꎬ则在其

后的一年中ꎬ首次报道了多发血管球瘤ꎮ
原发于肺部的气管血管球瘤ꎬ在临床表现与其肿物大小

和生长部位明显相关ꎮ ２０１２ 年ꎬ日本学者 Ａｒｉｉｚｕｍｉ 等[１１] ꎬ对
当时有文献报道的 ３３ 例肺内血管球瘤进行了汇总分析ꎬ指
出肿瘤最大直径为 ０ ７ ~ ９ ５ｃｍꎬ本文中报道最大直径为

７ｃｍꎬ也属罕见ꎮ 生长于大气道的 ＧＴꎬ主要表现为吸气性呼

吸困难和胸骨附近的哮鸣音ꎮ 而生长在远端气管和肺内的

ＧＴ 主要表现为气促和咳嗽ꎬ也有表现为胸部不适和咳血等ꎮ
本例患者表现为咳嗽和气促ꎮ

多发性血管瘤的诊断主要依靠辅助检查来进行ꎬ其中最

重要的是纤维支气管镜检查ꎮ 纤维支气管镜活检是目前诊

断气管和肺内血管瘤的主要诊断方式ꎮ 纤维支气管镜可以

了解肿瘤的位置ꎬ与周围组织的关系ꎬ以及行活检初步判断

新生物性质ꎮ 镜下主要表现为表面光滑的新生物ꎬ表面可被

覆透明白色黏液带ꎬ行活组织检查时易出血ꎬ需及时给与止

血对症治疗ꎮ 此外ꎬ辅助检查还可以依靠 ＣＴ 或者核磁共振ꎬ
而增强 ＣＴ 对本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意义不大ꎮ

多发性血管球瘤的鉴别诊断:在影像上ꎬ多发性血管球

瘤表现为多发的圆形或类圆形软组织密度影ꎬ边缘清晰ꎮ 需

要与转移癌、淋巴瘤、结节病等进行鉴别ꎮ ①转移癌:肺内多

发转移癌可表现为多发的团块影ꎬ边界清楚ꎬ转移瘤大小不

一ꎬ直径可为 ０ ３ ~ １０ｃｍ 不等ꎬ可分布于双肺ꎮ 需结合临床

症状ꎬ完善相关检查ꎬ积极寻找原发灶ꎮ ②淋巴瘤:临床表现

全身浅表淋巴结的增大ꎬ多为无痛性ꎬ可伴有咳嗽、发热及乏

力等非特异性症状ꎮ 实验室检查无特异性ꎬ发病年龄分布广

以中青年居多ꎮ 当累及肺部时可表现为单发或者多发的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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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肺部 ＣＴ:双肺下叶多发结节影ꎬ较大者位于右肺下叶ꎬ大小约为 ７ｃｍ × ６ｃｍꎬ与周围组织边界清ꎻ图 ２　 气管

镜活检:镜下见右下叶支气管新生物ꎬ呈淡黄色ꎬ表面被覆透明黏液状物质ꎻ图 ３:右肺下叶新生物活检病理诊断结

(ＨＥ 染色):可见瘤内狭窄的血管腔(如左)ꎬ腔内可见一层扁平细长的内皮细胞ꎬ周围绕以多层血管球细胞ꎮ 血

管球细胞的胞质呈弱嗜伊红性ꎮ 核大而淡染ꎬ圆形或卵圆形ꎬ形态相当一致ꎬ类似上皮样细胞ꎮ 可见血管球细胞

从血管壁向肿瘤的纤维组织间质扩展ꎬ由网状纤维包绕

块影ꎮ 纤维支气管镜或者浅表淋巴结穿刺可鉴别诊断ꎮ ③
结节病:原因不明的非肉芽肿性疾病ꎬ可波及多系统多脏器ꎮ
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ꎬ影像学表现形态多样ꎬ尤其是肺内病

变ꎮ 可以表现为多发结节影、团块影和磨玻璃影ꎬ但往往伴

有肺门和纵隔淋巴结肿大ꎮ
随着纤维支气管镜的应用和呼吸科介入技术的开展ꎬ术

前诊断能力不断提高ꎬ血管球瘤诊断率将得到提高ꎮ 临床医

师应注意学习ꎬ不断拓宽视野ꎬ加强对少见、罕见肿瘤的鉴别

诊断意识ꎬ减少误诊ꎬ并进一步避免过度医疗ꎮ
致谢:感谢朝阳医院张黎明主任医师提供纤维支气管镜

图片及病理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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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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甘辉立教授主编的«肺动脉栓塞学»一书ꎬ已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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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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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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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医学生ꎮ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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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病症研究所 心脏外科

医学教学与研究

运用综合教学方法提高心脏外科学教学
质量初探

李温斌　 万居易

　 　 [摘要] 　 目的:探究解决目前医学领域的研究生导师所面临的提高临床型研究生教学的教学质量

问题ꎮ 方法:本文总结报告了自己多年在研究生教学工作中的实践经验ꎬ结合心脏外科的特点ꎬ在心脏

外科教学过程中将常见的启发式教学、直观式教学、多媒体教学和案例综合教学方法结合起来ꎬ与以往

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相比较ꎬ结合学生的反馈效果进行综合评价ꎮ 结果:综合模式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参加性ꎬ提高教学效果ꎬ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临床工作能力ꎮ
[关键词] 　 心脏外科学ꎻ教学方法ꎻ教学质量ꎻ综合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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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外科学是外科学中起步最晚而今发展最快

的学科ꎬ学科涉及大部分心脏疾病ꎬ在教学中尤其是

心脏结构性病变ꎬ常常难通过语言文字教学让学生

理解和掌握ꎬ更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ꎮ 本人曾在

之前的研究生教学工作中反复强调心脏病基础理论

的重要性ꎬ增加学生理论课学习期间的学分要求ꎬ但
在学生走向临床工作后ꎬ难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ꎬ
针对临床患者不能整体分析理解患者的病变特点并

提出修个性化的治疗方案ꎮ 分析原因ꎬ我认为还是

学生没有能够对心脏病从基础到临床深入的整体认

识ꎬ这就要求老师在能够深刻地将心脏外科相关理

论与自己的临床实践密切结合ꎬ综合运用综合教学

方法ꎬ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ꎬ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

量的目的[１]ꎮ 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常采用如下教

学方法ꎬ取得了较好的效果ꎬ总结如下:
第一种:启发式教学

在常规的医学教学中绝大多数老师习惯于按照

教材讲解ꎮ 从疾病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到该病的诊

断治疗方法以及疗效等单方面地进行系统的阐述和

讲解ꎬ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ꎬ而启发式教学是根据

教学目的、内容ꎬ运用各种教学手段ꎬ启发诱导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ꎬ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接受知识ꎬ
这点是与常规教学的根本区别ꎮ 具体到心脏外科的

启发式教学ꎬ我认为应该从心脏病的病因入手ꎬ探讨

心脏病的发展过程和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机制ꎬ从病

理生理学知识入手ꎬ解释疾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以

及疾病的演变规律以及相关并发症的转归ꎬ提出理

论上的药物和手术治疗方案ꎬ由导师根据临床经验

分析各种理论治疗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ꎬ总结出

该病目前临床常用的诊断与治疗方法ꎬ使学生彻底

明确该病病因、病生及诊断治疗的相关知识ꎮ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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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教学中ꎬ自始至终都有学生自己的思维参与ꎬ学
生的注意力会更集中ꎬ思维更活跃ꎬ处于主动学习的

状态[２]ꎮ 例如ꎬ根据房间隔缺损的概念提出环环相

扣的问题:房间隔缺损的定义是什么? 房间隔缺损

是怎样发生的? 房间隔缺损血流动力学的异常变化

是怎么样的ꎬ导致哪些心腔的改变? 这些异常变化

导致临床上的什么症状及体征? 这些症状和体征采

用什么检测手段去检查? 综合各种资料怎么得到房

间隔缺损的诊断? 诊断明确以后怎么消除房间隔缺

损从而达到治疗的结果?
第二种:直观式教学

直观式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各种感

官直接感知具体事物的现象ꎬ引导学生通过现像获

得事物的本质ꎮ 直观式教学不仅给学生以新的感

觉ꎬ 把枯燥无味的内容变得灵活ꎬ给学生以充分的

主动性ꎬ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３]ꎮ 工作中ꎬ结
合临床实验ꎬ在手术台上对照着患者的心脏对学生

进行提问和讲解ꎬ尤其是关于心脏解剖内容ꎬ让学生

看清心脏的细微解剖ꎬ便于学生仔细观察和辨认心

脏疾病的正常及病理状态ꎬ并辅以对比的描述ꎬ使得

学生在轻松愉快中学习知识ꎬ并且灵活应用基础理

论分析及判断病变心脏的结构特点ꎮ 例如ꎬ在风湿

性二尖瓣狭窄的教学过程中ꎬ我同时展示了正常和

病变的二尖瓣的图像以及标本ꎬ让学生直观地认识

了二尖瓣狭窄时瓣膜的病理改变ꎮ 在术中观察先天

性和风湿病性二尖瓣狭窄的各自特点ꎬ并对比分析ꎬ
在行二尖瓣置换术时应用注意什么等ꎬ同时让学生

思考会引起什么症状和体征以及如果是你作为术者

你可能采取哪些手术方法ꎮ
第三种: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将现代多媒体技术应用于研究生

教学中ꎮ 由于心脏外科学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抽像

性ꎬ传统的教学方法中常用板书、挂图、投影和讲授

的方法ꎬ难以让学生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

等ꎮ 而多媒体教学提供信息比较全面ꎬ可以将心脏

的结构和功能有机地联合起来ꎬ模拟各种心脏病的

诊疗方法和预后ꎬ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ꎮ
它使一些在传统教学手段下很难表达的教学内容形

象、生动、直观地显示出来ꎬ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ꎬ调动学生强烈的求知欲ꎬ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

理解和掌握[４]ꎮ 例如在冠心病外科治疗的课件中ꎬ
常用多媒体模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过程ꎬ以
及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介入支架置入术的原

理ꎬ再结合临床病例ꎬ分析这两种治疗方法的利弊ꎬ
启发学生对该的深入认识ꎬ在多媒体的制作过程中

科学性和艺术观赏性兼并ꎬ把深懊的医学知识产权

变的浅显易懂ꎮ
第四种:案例综合教学法

医学是一门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学科ꎬ同一个

疾病往往的不同的转归ꎬ每位医师均需在临床实践

中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病例才逐渐提高对疾病的

诊治成功率ꎮ 因此ꎬ导师结合自己所经历的典型病

例ꎬ分析自己的治疗经验ꎬ引导学生对该病例的兴

趣ꎬ在导师的思维引导下教会学生解决临床复杂病

例的方法ꎬ提高学生临床工作能力ꎬ这就是案例综合

教学法ꎮ 它的特点是老师根据教学目的的要求ꎬ组
织学生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ꎬ做到老师与学生互动

交流ꎬ从而让学生学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ꎮ
作为一种教学方式ꎬ 案例教学法的主要优点为学生

能够从老师亲身经历的成功与失败病例中感受对临

床工作的苦与乐ꎬ难与易ꎬ培养学生自己的逻辑思维

方法方式ꎬ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５]ꎮ 因而ꎬ案例教学的实施ꎬ 需要学生综合运用

各种知识和灵活的技巧来处理不同的案例问题ꎬ 不

断地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６]ꎮ 例如:对
法洛四联症的诊断及治疗ꎮ 本人选用了两个不同特

点的法洛四联症患者病案进行分析ꎬ两个病例的左

心室发育大小ꎬ肺动脉发育情况不一样ꎬ发育良好的

患者行法洛四联症根治手术ꎬ而发育较差的患者行

一期 Ｂ￣Ｔ 分流ꎬ二期再根治手术ꎬ让同学们仔细分析

两者的区别ꎬ从而找到该疾病的重点ꎮ
总之ꎬ通过本人多年对心脏外科学教学方法的

改进和探索ꎬ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法ꎬ同时注重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ꎬ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ꎬ达到

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目的ꎬ而且可以更好地

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ꎬ能够在临床实验中将所学的

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ꎬ提高对心脏病的诊治

能力及手术技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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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脂肪酸水平对离体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后心功能恢复的影响

林 荣　 田泽君　 张 翼　 马会杰

　 　 [摘要] 　 目的:观察脂肪酸水平对离体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心功能恢复的影响及腺苷酸活

化蛋白激酶(ＡＭＰ￣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ꎬＡＭＰＫ)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ꎮ 方法: 利用离体心脏灌流装置

(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ꎬ建立大鼠心脏缺血 /再灌注损伤模型ꎬ对离体心脏分别给予含低和高两种浓度脂肪酸

(０ ２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 ２ ｍｍｏｌ / Ｌ 棕榈酸)的 Ｋ￣Ｈ 灌流液(均含 １１ ｍｍｏｌ / Ｌ 的葡萄糖)ꎬ并于复灌开始时给予

ＡＭＰＫ 阻断剂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ꎬ观察两种浓度脂肪酸对心肌缺血后再灌注期间心功能恢复的影响及 ＡＭＰＫ
在其中的作用ꎮ 结果:与对照组(即单纯普通 Ｋ￣Ｈ 液灌流ꎬ葡萄糖为唯一能量来源)相比ꎬ缺血后再灌注

期间的左心室发展压(ＬＶＤＰ)在低脂肪酸组较高ꎬ在高脂肪酸组则较低ꎬ该变化均被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 减弱或

逆转ꎮ 结论:在低浓度脂肪酸时以优先利用葡萄糖为主要能量来源ꎬ而高浓度脂肪酸则优先利用脂肪

酸ꎬ这种葡萄糖与脂肪酸的相对水平对大鼠心肌缺血后心功能的恢复有影响ꎬ即低者有益高者有害ꎬ其
机理与激活心肌 ＡＭＰＫ 有关ꎮ 研究结果可能为新型能量代谢药物的研发提供思路ꎮ

[关键词] 　 心功能ꎻ脂肪酸ꎻ缺血 /再灌注ꎻ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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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ｎａｓｅ (ＡＭＰＫ).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ｐｌ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ｒａｔ ｈｅａｒｔ ｉｎ 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ｕｓｅｄ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０ ２ ｍｍｏｌ / Ｌ ａｎｄ １ ２ ｍｍｏｌ / Ｌ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Ｋ￣Ｈ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 (１１ ｍｍｏｌ / Ｌ).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ｉｇｈｔ ｐｏｗｅｒ￣ｌａｂ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ｙｓ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ꎬ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ＭＰＫ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 (２０ｕｍｏｌ / Ｌ)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ｇｌｕｃｏ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ꎬ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１１ ｍｍｏｌ / Ｌ)ꎬ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ＶＤ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Ｐ < ０ ０５)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ｉｎ 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ｃｉｒｃｕｍ￣
ｓｔａｎｃｅｓꎬ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ｄ ｏｒ ｅｖｅｎ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ＶＤＰ. 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Ｋ￣Ｈ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ｈｅａｒｔꎬ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 ｈｅａｒ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ｓ￣
ｃｈｅｍｉａ /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ｈ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Ｋ￣Ｈ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ꎬ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ｓ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ＡＭＰＫ 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ｍｉｇｈ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ｎｅｗ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ａｒ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Ｆｒｅ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ꎻ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ꎻＡＭＰ￣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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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ꎬ慢性心力衰竭

(ＣＨＦ)的发生率将不断增加并且成为一个严重的

健康问题ꎮ 传统治疗心力衰竭的方法主要集中于对

血流动力学的调节ꎬ随后对神经内分泌激素的调节

及心脏再同步化的治疗等方法ꎬ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 [１￣３]ꎬ但居高不下的住院率及病死率仍是目前人

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ꎬ其中缺血性心脏病是心力衰

竭 的 主 要 原 因ꎮ 早 在 １９３９ 年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和

Ｄｅｃｈｅｒｄ[４]就提出了心肌能量缺乏的病理机制ꎬ即
“能量饥饿假说”ꎬ发展至今ꎬ人们越来越认识到ꎬ缺
血性心脏病也存在以代谢障碍为特征的病理生理学

改变ꎬ这一认识使得调节心肌能量代谢成为一种新

的治疗模式ꎬ研发出曲美他嗪等新的有效药物ꎮ 目

前ꎬ这一治疗模式已从心肌缺血扩展到心功能不全

等领域[５]ꎮ 在心肌能量代谢中ꎬ腺苷酸活化蛋白激

酶(ＡＭＰ￣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ꎬＡＭＰＫ) 起关键作

用ꎬ该酶又称 “细胞能量监测和调节器”ꎬ主要作用

是分别关闭和开启 ＡＴＰ 的消耗和生成途径ꎬ在其作

用机制中ꎬ促进葡萄糖和脂肪酸氧化分解代谢的作

用备受关注[６]ꎮ 我们设想ꎬ脂肪酸浓度的不同可能

会对心肌能量代谢产生不同的影响ꎬ导致心功能出

现不同改变ꎬ及 ＡＭＰＫ 在其中应起关键作用ꎬ但目

前几乎缺乏相关报道ꎮ 本试验利用大鼠离体心脏灌

流模型( ｌａｎｇｅｎｄｒｏｆｆ)ꎬ观察在不同浓度脂肪酸水平

下ꎬ大鼠心肌缺血后再灌注期间心功能恢复的差异ꎬ
及 ＡＭＰＫ 在其中的作用ꎬ为新型能量代谢药物的研

发提供思路ꎮ

材料与方法

１. 试剂及制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６￣[４￣
( ２￣ｐｉｐｅｒｉｄｉｎ￣１￣ｙｌ￣Ｒｔｈｏｘｙ )￣ｐｈｅｎｙｌ ]￣３￣ｐｙｒｉｄｉｎ￣４￣ ｙｌ￣
ｐｙｙｒａｚｏｌｏ [１ꎬ５￣ａ] ｐｙｒｉｍｉｄｉｎｅ) (Ｂｉｏｍｏｌ 公司)ꎬ白蛋

白(Ｓｏｌａｒｂｉｏ 公司)ꎬ棕榈酸(十六酸)(天津博迪化工

有限公司)ꎬＫ￣Ｈ 液 ( Ｋｒｅｂｓ￣Ｈｅｎｓｅｌｅｉｔ 缓冲液)ꎬ ｐＨ
７ ４(液体充氧 ５％ ＣＯ２ ａｎｄ ９５％ Ｏ２)ꎮ 脂肪酸灌流

液中的脂肪酸预先与 ３％ 白蛋白结合ꎬ再加入普通

Ｋ￣Ｈ 灌流液中ꎬ分为低脂肪酸(含 ０ ２ ｍｍｏｌ / Ｌ 棕榈

酸)和高脂肪酸(含 １ ２ ｍｍｏｌ / Ｌ 棕榈酸) [７￣９]两组ꎮ
２. 模型制备及分组　 雄性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ａｙ(ＳＤ)

大鼠(共 ３０ 只ꎬ约 ２００ｇꎬ河北医科大学试验动物中

心提供)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６ 只)和处理组(２４
只)ꎬ其中空白对照组(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为单纯普

通 Ｋ￣Ｈ 液灌流离体心脏ꎮ 处理组(即在 Ｋ￣Ｈ 液中加

入不同浓度脂肪酸灌流)又分为低脂肪酸组( ｌｏｗ

ｆａｔ)(６ 只)ꎬ低脂肪酸 ＋ ＡＭＰＫ 阻断剂组( ｌｏｗ ｆａｔ ＋
Ｃ)(６ 只)ꎬ高脂肪酸组(ｈｉｇｈ ｆａｔ)(６ 只)和高脂肪酸

＋ ＡＭＰＫ 阻断剂组(ｈｉｇｈ ｆａｔ ＋ Ｃ)(６ 只)ꎮ ＡＭＰＫ 阻

断剂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等[１０](２０ μｍｏｌ / Ｌ)均于复灌开始时

给药ꎬ持续 ２０ 分钟 [１１￣１２]ꎮ
３. 心肌缺血 /再灌注　 大鼠经 ２５ ％乌拉坦 ０ ５

ｍＬ / １００ｇ 腹腔注射ꎬ麻醉后固定ꎬ迅速开胸取出大鼠

心脏ꎬ置于预冷(０℃)的 Ｋ￣Ｈ 液中ꎮ 心脏停跳后ꎬ从
主动脉逆行灌流心脏ꎬ冲出残血ꎬ将心脏至于 Ｌａｎｇｅ￣
ｎｄｏｒｆｆ 灌 流 装 置 上ꎬ 在 ８０ ｍｍＨｇ (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后负荷及 ３７℃恒温下ꎬ用 Ｋ￣Ｈ 液行主动脉

逆行 灌 流[１３￣１４]ꎮ 普 通 Ｋ￣Ｈ 液 组 成 ( 含 葡 萄 糖

１１ ０ｍｍｏｌ / Ｌ):ＮａＣｌ １１８ ０ꎬＫＣｌ ４ ７ꎬＣａＣｌ２ ２ ５ꎬＭｇ￣
ＳＯ４ １ ２ꎬ ＮａＨＣＯ３ ２５ ０ꎬＫＨ２ＰＯ４ １ ２ꎬｐＨ ７ ４ꎬ充混

合气 ５％ ＣＯ２ 和 ９５％ Ｏ２ꎮ 心脏复跳后ꎬ在左心耳后

方剪一小孔通入左心房ꎬ通过此孔将一个与左心室

腔大小一致的充水弹性球囊插入左心室ꎬ与压力换

能器相连ꎬ接入 Ｐｏｗｅｒ￣ｌａｂ 八导生理记录左心室发展

压(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ＬＶＤＰ)、左心

室压 力 最 大 变 化 速 率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ＶＤＰꎬ ± ＬＶｄｐ / ｄｔｍａｘ)、左心室舒张末压( ｌｅｆｔ ｖｅｎ￣
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ＬＶＥＤＰ)、心率 ( ｈｅａｒ￣
ｔｒａｔｅꎬＨＲ)ꎮ 将左心室舒张末压(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ＬＶＥＤＰ)调到 ３ ~ １０ ｍｍＨｇ 之间ꎬ
平衡 ２０ 分钟(平衡期)ꎬ制作心肌缺血 /再灌注模型

时ꎬ将心脏置于 ３７℃ Ｋ￣Ｈ 灌流液中ꎬ关闭逆行灌流

３０ 分钟(缺血期)ꎬ继以复灌 ６０ 分钟(复灌期)ꎬ在
缺血期间为保持心脏温度恒定ꎬ将心脏浸在 Ｋ￣Ｈ 液

中ꎮ 收集平衡器及复灌期开始后 １ꎬ５ꎬ１０ꎬ２０ꎬ３０ꎬ４５
和 ６０ 分钟的数据ꎮ

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统计软件包ꎮ
符合正态者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采用两

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结　 果

１. Ｐｏｗｅｒ￣ｌａｂ ８ 导生理记录描记:在单纯 Ｋ￣Ｈ 液

灌流下的空白对照组(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大鼠心

功能恢复情况的原始图形ꎮ
２. ＬＶＤＰ 平衡期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在复灌后 ６０ 分钟内的 １ꎬ５ꎬ１０ꎬ２０ꎬ３０ꎬ４５ 和

６０ 分钟七个时间段ꎬ可见 ＬＶＤＰ 的如下变化:①低

脂组均高于空白对照组(Ｐ < ０ ０５)ꎬ高脂组均低于

空白对照组(Ｐ < ０ ０５ꎬ图 ２)ꎻ② 在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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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空白对照组中离体大鼠心脏在平衡期、缺血 ３０ 分钟及复灌 ６０ 分钟时左心室发展压数据变化情况的原始图形ꎮ

下ꎬ与低脂组未用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 相比ꎬ使复灌后左心

室发展压增加的作用被明显减弱(Ｐ < ０ ０５ꎬ图 ３)ꎮ
３. 在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 存在下ꎬ与高脂组未用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Ｃ 相比ꎬ造成复灌后左心室发展压降低的作用

被减弱(Ｐ < ０ ０５ꎬ图 ４)ꎮ 尤其在复灌开始后 ５ ~ １０
分钟该作用最明显ꎮ

图 ２　 离体大鼠心脏在不同浓度脂肪酸下左心室发展压的恢

复情况

图 ３ 　 离体大鼠心脏在低浓度脂肪酸下ꎬ应用 ＡＭＰＫ 阻滞剂

后ꎬ左心室发展压的恢复情况

讨　 论

随着再灌注时代的到来ꎬ人们对冠心病防治水

平逐渐提高[１５]ꎬ而对于心肌能量代谢的研究及治疗

也起到了突破性的进展ꎮ 正常心肌主要由脂肪酸氧

化供能[１６]ꎬ约占总能量的 ６０％ ~ ９０％ ꎬ作为次要能

源的葡萄糖、乳酸、氨基酸等约占 １０％ ~ ４０％ ꎮ 在

心肌缺血及心力衰竭时ꎬ能量的优先利用来源发生

图 ４　 离体大鼠心脏在高浓度脂肪酸下ꎬ应用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 后ꎬ
左心室发展压的恢复情况

变化ꎬ即从脂肪酸变成葡萄糖ꎬＶａｎｂｉｌｓｅｎ 等[１７] 研究

者提出“代谢重构”的概念ꎬ即由心肌细胞糖类和脂

肪等代谢物质代谢紊乱引起的心脏能量代谢途径改

变ꎬ导致心脏结构功能的异常ꎬ心肌能量代谢紊乱直

接或间接促进了“心室重构” [１８]ꎬ一部分学者认为

将该种转变为“胚胎型代谢”ꎬ可避免受损心肌结构

及功能的进一步恶化ꎮ
然而ꎬ在缺血￣再灌注损伤时ꎬ心肌中的脂肪酸

代谢如何变化意见尚不一致ꎬ可见明显减低[１９]、无
变化[２０￣２１]和明显增高[２２] 的报道ꎮ 考虑可能有实验

动物及检测方法的不同ꎬ也不除外葡萄糖、脂肪酸、
各种激素水平的影响ꎬ本实验利用离体大鼠心肌缺

血再灌注损伤的模型ꎬ控制其他影响因素ꎬ观察不同

水平的脂肪酸对心功能恢复的作用ꎮ
本实验结果显示ꎬ与空白对照组相比ꎬ在含相同

葡萄糖浓度(１１ｍｍｏｌ / Ｌ)的 Ｋ￣Ｈ 灌流液中ꎬ当分别

存在低和高浓度脂肪酸 ( ０ ２ ｍｍｏｌ / [７￣９] 和 １ ２
ｍｍｏｌ / Ｌ[７￣９]棕榈酸) 时ꎬ心肌缺血后再灌注期间

ＬＶＤＰ 分别表现为显著改善和减低ꎬ即分别起保护

和损伤作用ꎮ 上述 ＬＶＤＰ 的变化均被 ＡＭＰＫ 阻断剂

减弱或逆转ꎮ 提示ꎬ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心功能的恢

复水平随其环境中脂肪酸水平的改变而改变ꎬ
ＡＭＰＫ 参与了该调节过程ꎮ

研究表明ꎬ心肌在缺血、缺氧状态下所合成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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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子 ＡＴＰꎬ如果主要依靠葡萄糖的分解代谢ꎬ可起

到保护作用ꎻ如果主要依靠脂肪酸的分解代谢则表

现为损伤作用ꎮ 理由包括ꎬ①脂肪酸氧化分解的效

能较低ꎬ与氧化分解糖相比ꎬ产生每一分子 ＡＴＰ 所

需要的氧分子多 １１％ ~ １２％ [２３]ꎬ且以高耗氧的方

式供能会加重心肌缺氧[２４]ꎬ形成恶性循环ꎻ②在葡

萄糖和脂肪酸代谢之间存在互相制约ꎬ称“对话交

流”(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 [２５]ꎬ脂肪酸氧化率增加会通过 Ｒａｎ￣
ｄｌｅ 机制ꎬ生成的乙酰 ＣｏＡ 会抑制丙酮酸脱氢酶

(ＰＤＨ)的活性ꎬ丙酮酸的堆积使葡萄糖的氧化率受

到抑制ꎬ而糖酵解率不受影响ꎬ二者之间的脱偶联会

使乳酸或氢质子堆积ꎬ导致细胞内酸中毒ꎮ ③脂肪

酸氧化率增加还可通过激活钠￣钙交换机制导致细

胞内钙负荷过重[６￣８]ꎮ 最终导致心肌收缩功能受到

抑制ꎬ膜损伤和心律失常的危险性的升高ꎬ及梗死后

心绞痛的发生[１]ꎮ 因此ꎬ我们推测ꎬ在本实验中ꎬ在
灌流液中葡萄糖浓度一致的条件下ꎬ低与高浓度脂

肪酸的不同ꎬ会使脂肪酸与葡萄糖的相对利用率发

生改变ꎮ
本研究观察到ꎬ在再灌注过程中ꎬＬＶＤＰ 在含低

脂肪灌流液的条件下是增加的ꎬ在加入 ＡＭＰＫ 阻断

剂后该增加作用被减低ꎬ而在含高脂肪酸灌流液的

条件下 ＬＶＤＰ 则减低ꎬ在加入 ＡＭＰＫ 阻断剂后该减

低作用被逆转ꎮ 提示 ＡＭＰＫ 参与了该实验中底物

的调节ꎮ ＡＭＰＫ 称为“细胞能量监测和调节器”ꎮ
在 ＡＴＰ 消耗增加或产生减少的情况下ꎬ如缺血ꎬ
ＡＭＰＫ 被激活ꎮ 激活后ꎬ一方面通过抑制合成代谢ꎬ
减少 ＡＴＰ 的消耗ꎬ另一方面促进脂肪酸、葡萄糖氧

化率和葡萄糖酵解ꎬ增加 ＡＴＰ 的产生ꎬ即 ＡＭＰＫ 既

可利用脂肪酸ꎬ也可利用糖供应 ＡＴＰ [２６]ꎮ 但脂肪酸

的氧化是以抑制葡萄糖的氧化为代价的ꎬ因为

ＡＭＰＫ 可使乙酰辅酶 Ａ 羧化酶苏氨酸残基磷酸化

后失活ꎬ导致丙二酰辅酶 Ａ 减少ꎬ消除了其肉毒碱

酯酰转移酶(ＣＰＴ)￣Ⅰ的抑制作用ꎬ增加了线粒体对

脂肪酸的摄取及氧化ꎮ 但同时高水平的乙酰辅酶 Ａ
抑制丙酮酸脱氢酶的活动ꎬ葡萄糖的氧化减少ꎬ增加

心肌细胞酸中毒ꎬ加重缺血后心肌收缩功能不

全[２７]ꎮ 这或许可以解释上述本研究的结果ꎬ即受到

缺血而激活的 ＡＭＰＫꎬ当脂肪酸浓度较低时ꎬ主要利

用葡萄糖供能ꎬ故产生有益于心功能恢复的结果ꎻ当
脂肪酸浓度较高时ꎬ脂肪酸作为主要能源时ꎬ则产生

相反结果ꎮ
因急性心肌缺血时[１] 导致的应激状态ꎬ通过儿

茶酚胺类物质的激活及释放、促进脂肪酸代谢的过

氧化物酶增殖激活受体 α(ＰＰＡＲα)的表达下调等

因素ꎬ会增加游离脂肪酸的摄取和氧化ꎬ同时抑制葡

萄糖、乳酸、酮体等摄取ꎬ造成血循环中游离脂肪酸

水平一过性增高(约 ２０％ ~５０％ )ꎬ达到本实验中的

高脂肪酸浓度(１ ２ ｍｍｏｌ / Ｌ 棕榈酸) [９ꎬ２７]ꎮ 如前所

述ꎬ上述变化ꎬ可导致产生 ＡＴＰ 时氧耗增加ꎬ心肌工

作效率降低ꎮ 现有能量代谢药物的作用机理也主要

在于优化葡萄糖和脂肪酸的利用ꎬ分为如下几类:①
直接降低循环中脂肪酸的浓度或心肌对其摄取ꎮ 如

极化液(葡萄糖￣胰岛素￣钾盐ꎬＧＩＫ)ꎻ②抑制线粒体

对脂肪酸的摄取(肉毒碱酯转移酶(ＣＰＴ)￣Ⅰ / Ⅱ的

抑制剂)如哌克昔林[２８]、乙莫克舍[２７]ꎬ该酶为脂肪

酸进入线粒体进行氧化的关键酶ꎻ③抑制脂肪酸 β
氧化的关键酶ꎬ如曲美他嗪及雷诺嗪[２９]ꎮ ④丙酮酸

脱氢酶(ＰＤＨ)激酶抑制剂[３０￣３１]ꎬ直接刺激葡萄糖氧

化并改善与糖酵解的偶联ꎬ如二氯醋酸酯ꎮ 迄今为

止ꎬ这些药物或在有效性或在安全性方面的证据尚

不全面ꎬ如二氯醋酸酯[３２]、哌克昔林[２８] 和乙莫克

舍[２７]等ꎮ 我们的研究结果ꎬ与肉毒碱酯酰转移酶

(ＣＰＴ)￣Ⅰ / Ⅱ抑制剂的作用原理相符合ꎬ为(ＣＰＴ)￣
Ⅰ / Ⅱ抑制剂对能量代谢治疗提供了新的证据ꎮ

综上所述ꎬ大鼠心肌缺血后再灌注期间心功能

的恢复ꎬ在含相同浓度的葡萄糖灌流液中(１１ｍｍｏｌ /
Ｌ)ꎬ因脂肪酸水平的不同而改变ꎬ即低浓度时有益ꎬ
高浓度时有害ꎮ 无论其有利或有害作用ꎬ ＡＭＰＫ 均

参与了其调节过程ꎮ 本研究结果支持肉毒碱酯酰转

移酶(ＣＰＴ)￣Ⅰ / Ⅱ抑制剂的作用原理ꎬ对缺血心肌

的脂肪酸代谢有了新的认识ꎬ对今后缺血心肌的能

量代谢的治疗起到了新的启示ꎬ对新型能量代谢药

物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ꎬ但有关其中的代谢机制仍

需继续探讨及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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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ＬＲＰ３炎性体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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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ꎻ心力衰竭ꎻ动脉粥样硬化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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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性体是细胞内在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ＡＳＣ)和半胱

天冬氨酸酶(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等蛋白质参与下形成的ꎬ能够识别病

原相关分子模式(ＰＡＭＰｓ)及缺血缺氧等危险相关分子模式

(ＤＡＭＰｓ)的一种蛋白质复合体ꎮ 研究发现ꎬ其在慢性炎症的

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ꎮ 在心血管系统中ꎬ
其活化后促进细胞裂解及 ＩＬ￣１β、ＩＬ￣１８ 等分泌ꎬ进而发挥促

心力衰竭、促动脉粥样硬化(Ａｓ)及促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ＭＩ / Ｒ)等作用ꎮ 其中ꎬ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是目前结构和功能最

为明确的炎性体ꎬ是炎性体相关研究的热点ꎬ在心血管疾病

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ꎮ
一、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的构成及活化

ＮＬＲＰ３ 是胞内模式识别受体 ＮＬＲ 家族成员之一ꎬ参与

炎症反应ꎮ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是由 ＮＬＲＰ３ 蛋白、ＡＳＣ 及 ｃａｓｐａｓｅ￣
１ 共同组成的高分子量蛋白复合物ꎮ ＮＬＲＰ３ 是由位于染色体

１ｑ４４ 上 ＮＬＲＰ３ 基因编码的蛋白ꎬ包含 １０１６ 个氨基酸ꎬ其热

蛋白结构域(ＰＹＤ)可与 ＡＳＣ 的同型蛋白相互作用ꎬ通过衔接

蛋白 ＡＳＣ 来募集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１] ꎮ
正常静息状态下ꎬＮＬＲＰ３ 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ꎬ但当存

在组织损伤或细胞死亡而释放出来的内源性危险信号时ꎬ他
可寡聚化并募集 ＡＳＣꎬ进而活化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ꎮ ＮＬＲＰ３ 的活化方

式公认的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①细胞外的三磷酸腺苷

(ＡＴＰ)与细胞膜表面的嘌呤受体 Ｐ２Ｘ７ 结合刺激细胞内 Ｋ ＋

释放ꎬ衔接 Ｐ２Ｘ７ 受体的 ｐａｎｎｅｘｉｎ￣１ 膜孔开放ꎬ细胞外的 ＮＬ￣
ＲＰ３ 激动剂进入细胞活化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 [２] ꎮ ②细胞内溶酶

体破裂后释放到细胞质内的组织蛋白酶 Ｂ 可以以一种未知

的形式活化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３] ꎮ ③所有炎性体的激活物通过

刺激活性氧基团的产生ꎬ从而使得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活化[４] ꎮ
２０１５ 年ꎬＢａｒｏｎ 等研究首次显示ꎬ细胞外的腺苷激活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在一定浓度下通过与腺苷酸受体

相互作用ꎻ二是通过核苷转运蛋白由细胞吸收[５] ꎮ 另外ꎬ有
研究提出细胞外脂多糖能够穿透细胞溶质和激活 ＮＬＲＰ３ 炎

性体ꎬ增加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也可以激活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ꎮ

似乎更多的研究更倾向于支持细胞胞质内的组织蛋白酶激

活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ꎬ因此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的具体激活机制仍存

在争议ꎮ
二、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与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ＨＦ)是大多数心血管疾病最终的共同通路ꎬ
是一个复杂的、连锁的、动态的发展过程ꎮ 关于 ＨＦ 的具体发

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ꎬ因为炎症在慢性器官损伤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ꎬ随着对其病理生理学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化ꎬ人
们认识到ꎬＨＦ 的病理生理过程不仅受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ꎬ
而且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６￣７] ꎮ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ꎬ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 受体阻滞剂及醛固酮拮抗剂对于射血

分数较低的心力衰竭患者具有重要意义ꎮ 然而ꎬ这些心力衰

竭患者的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ꎬ这提示神经激素激活并不能

完全解释 ＨＦ 的进展ꎮ 炎性细胞因子ꎬ如肿瘤坏死因子￣ａ
(ＴＮＦ￣ａ)、白介素￣６( ＩＬ￣６)ꎬｃ￣反应蛋白等在 ＨＦ 患者中都有

增加ꎬ他们的水平与 ＨＦ 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８] ꎮ 这

些细胞因子被认为是具有调节心肌重构ꎬ心肌细胞肥大和凋

亡ꎬ降低心肌收缩性ꎬ增加心肌纤维化和其他不良结构的改

变的作用ꎮ 这些发现导致心衰的“细胞因子假说”得到进一

步发展ꎮ 最初人们认为ꎬ炎性细胞因子在 ＨＦ 中只是代表了

一个附加现象ꎬ但是最近的证据暗示了它的重要角色ꎮ 最初

的研究专注于单一的某个细胞因子ꎬ然而ꎬ发现心肌重构的

病理生理过程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炎症通路和下游细胞因子

的激活机制ꎮ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及其效应细胞因子的过度表达ꎬ可以影响

心肌细胞的收缩性ꎬ并诱导心肌细胞的纤维化ꎻ各种炎症介

质、细胞因子的大量产生可进一步导致心肌细胞凋亡、心肌

重塑ꎮ 其中ꎬＩＬ￣１β 和 ＩＬ￣１８ 已被证明作为内生因素参与心脏

疾病的病理生理学[９￣１１] ꎮ
１. 心力衰竭中 ＤＡＭＰｓ 形成机制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激活产

生的炎症由 ＤＡＭＰｓ 诱导ꎮ 炎症在 ＨＦ 发起 ＤＡＭＰｓ 引起分子

基础上的细胞损伤ꎮ 炎症可以调节不可逆心肌变化ꎬ比如心

肌纤维化、细胞凋亡和心肌细胞肥大[１２￣１４] ꎮ 研究提出ꎬ在 ＨＦ
的 ＤＡＭＰ 的形成机制包括线粒体功能障碍ꎬ细胞死亡ꎬ缺血ꎬ
心脏负载和氧化应激[１５￣１９] ꎮ 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细胞坏死或

凋亡、心肌细胞死亡导致释放细胞内的组件(如细胞核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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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体内的核酸等)和细胞外的物质(包括 ＡＴＰ、蛋白质聚合及

其他的碎片) [１５￣１６] ꎮ 短暂的缺血和再灌注损伤、心肌低灌注

和其他来源氧化应激导致活性氧的产生形成与心室重塑相

关的强大 ＤＡＭＰｓ[２０￣２１] ꎮ 增加心室灌注压力、心室膨胀及其

他心脏负荷改变导致心肌细胞受损ꎬ受损后的产物被免疫细

胞检测作为 ＤＡＭＰｓ 加速在 ＨＦ 的炎症反应[１７ꎬ１９] ꎬ从而放大

ＤＡＭＰｓ 的产生导致正反馈循环加速 ＨＦ 病理生理过程ꎮ 增

加心脏的压力和低灌注功能直接触发炎症细胞的活化ꎬ例如

外周单核细胞在心脏聚合并释放炎症因子到外周循环[１８￣１９] ꎮ
激活的炎症细胞释放促炎细胞因子ꎬ比如 ＴＮＦ￣ａ 放大炎症过

程并导致心肌纤维化的形成和进一步进展[１４ꎬ１９ꎬ２２￣２３] ꎮ
２. 白介素￣１β 与心力衰竭　 ＩＬ￣１β 是一个主要促炎因子ꎬ

其在宿主细胞对抗感染的炎症调节过程中通过激活巨噬细

胞、嗜中性粒细胞和诱导 Ｔｈ１、Ｔｈ２ 细胞反应发挥了广泛作

用ꎮ ＩＬ￣１β 可导致钙瞬变受损、心脏纤维化及重构ꎬ进而诱导

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脏收缩功能和活动耐量下降[１２] ꎮ Ｂｒａｃｅｙ
等证明ꎬＩＬ￣１β 激活下游的钙调磷酸酶转化基因诱导的 ＮＬ￣
ＲＰ３ 炎性体引起结构性心脏病ꎮ ＮＬＲＰ３ 基因缺失废除炎性

体信号和减少 ＩＬ￣１β 释放ꎬ可以改善心肌细胞功能[１２] ꎮ Ａｌ￣
ｌａｍ 等证明ꎬ坏死细胞释放的组蛋白通过激活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

诱导 ＩＬ￣１β 分泌ꎬ从而诱发炎症反应[２４] ꎮ ２０１３ 年一项研究

发现ꎬ在模拟心肌梗死的大鼠腹腔内ꎬ注射组织蛋白酶 Ｂ 抑

制剂抑制 ＮＬＲＰ３ 通路ꎬ通过超声评估心功能发现心肌肥厚

和纤维化程度较对照组明显减轻ꎬ并连续观察 ４ 周ꎬ发现实

验组小鼠的心脏功能较对照组得到明显改善[９] ꎮ 这表明组

织蛋白酶 Ｂ 抑制剂通过抑制 ＮＬＲＰ３ 炎性通路减弱心肌失能

和心肌梗死重塑ꎬ同时也提示阻断或抑制 ＮＬＲＰ３ 通路可能

成为新的治疗靶点ꎬ从而减弱甚至终止疾病的进一步进展ꎮ
３. 白介素￣１８ 与心力衰竭 　 ＩＬ￣１８ 是近年来发现的具有

多种生物学特性的炎性细胞因子ꎬ其作为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的

活化产物之一在患者发生炎症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ＩＬ￣
１８ 与心力衰竭之间的关系早在 ２０００ 年即被 Ｓｅｔａ 等证实ꎮ 他

们对 ７ 例充血性心力衰竭(ＣＨＦ)患者血液中 ＩＬ￣１８ 水平进行

检测ꎬ发现 ＩＬ￣１８ 水平升高ꎬ并与 ＣＨＦ 严重程度相关[２５] ꎮ 以

后大量临床研究也证实ꎬＩＬ￣１８ 在 ＨＦ 发病机制中起介导作用

并反映其发病程度ꎮ ２００４ 年ꎬＺｉａｄ 等的一项研究ꎬ模仿了 Ｓｅ￣
ｔａ 的研究并加以改进ꎬ他们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法检测了

４８ 例 ＣＨＦ 患者血浆 ＩＬ￣１８ 表达水平ꎬ并与 １０ 例意外死亡的

健康者的血浆 ＩＬ￣１８ 表达水平进行比较ꎬ分析 ＣＨＦ 患者治疗

前后血浆 ＩＬ￣１８ 水平的变化及不同心功能的 ＣＨＦ 患者血浆

ＩＬ￣１８ 水平的变化ꎮ 结果也发现ꎬＣＨＦ 患者血浆 ＩＬ￣１８ 水平显

著高于正常对照组ꎬ经治疗后心力衰竭症状改善者血浆 ＩＬ￣
１８ 水平显著下降ꎬ不同心功能的 ＣＨＦ 患者血浆 ＩＬ￣１８ 水平有

显著差异ꎬ随心力衰竭严重程度增加而升高[２６] ꎮ ２００８ 年ꎬ一
项研究进一步证实ꎬＩＬ￣１８ 的水平与 ＣＨＦ 的基础病因无明显

相关性ꎬ但与患者的 ＣＨＦ 程度呈正相关ꎮ ２０１４ 年ꎬ也有人得

出相似结论:ＩＬ￣１８ 可以促进心肌纤维化ꎬ可能参与心力衰竭

的发生与发展[２７] ꎮ

然而ꎬ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在 ＨＦ 中激活的具体机制需要进一

步研究来阐明ꎮ 目前ꎬ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在 ＨＦ 发生发展中的具

体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ꎮ
三、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与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病变ꎬ以脂质蓄积和免

疫细胞的募集为特点ꎮ Ｆｅｉｚｈｅｎｇ 等证实ꎬ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在动

脉粥样硬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他们以行冠状动脉搭桥术

的冠心病患者术中常规切除的一小块升主动脉为实验组ꎬ以
行肾脏捐赠的健康者肾动脉为对照组ꎬ结果发现ꎬＮＬＲＰ３ 在

所有行冠状动脉搭桥术患者中高表达ꎬ在健康对照组中低表

达ꎮ 说明 ＮＬＲＰ３ 在冠心病患者的主动脉中过度表达[２８] ꎮ
Ｓａｃｈｉｋｏ 等研究指出ꎬＮＬＲＰ３ 在皮下脂肪组织的表达也与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密切关系ꎮ 他们从行心脏设备置入和冠

状动脉造影的 ７２ 例患者中取得皮下脂肪组织ꎬ通过 ＲＴ￣ＰＣＲ
对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相关分子(ＮＬＲＰ３、ＩＬ￣１β 和 ＩＬ￣１８)在皮下

脂肪组织中的表达进行评估ꎬ测量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的

相关实验室指标ꎬ结果发现ꎬ肥胖、血脂异常、糖尿病或高尿

酸血症的患者 ＮＬＲＰ３ 的表达水平显著增高ꎮ 通过多变量分

析表明ꎬ身体的质量指数和血清尿酸水平是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

在皮下脂肪组织中高表达的预测因子ꎮ 冠心病患者冠状动

脉病变严重者的 ＮＬＲＰ３ 表达水平ꎬ显著高于冠状动脉没有

显著狭窄的患者ꎮ 由 Ｇｅｎｓｉｎｉ 得分得出ꎬＮＬＲＰ３ 在皮下脂肪

组织的表达水平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ꎮ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ꎬＮＬＲＰ３ 在皮下脂肪组织中的表达可独立

预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２９] ꎮ ＮＬＲＰ３ 在冠状动脉

硬化的早期即发挥作用ꎮ 研究发现ꎬ高脂喂养的小鼠在动脉

病变早期不仅可以看见炎症细胞浸润ꎬ还可以看见胆固醇结

晶体ꎬ研究发现胆固醇结晶可促进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活化ꎬ进而

加大了成熟 ＩＬ￣１β 和 ＩＬ￣１８ 的释放[３０] ꎮ 用胆固醇晶体刺激

ＬＰＳ 预处理的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和鼠巨噬细胞后可以发现ꎬ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ＩＬ￣１β 和 ＩＬ￣１８ 表达均增加ꎬ证实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介

导胆固醇晶体信号诱导炎性因子表达[３１] ꎮ 可见 ＮＬＲＰ３ 炎性

体作为胆固醇晶体的激活靶点和 ＩＬ￣１β 成熟的平台ꎬ在促进

Ａｓ 进展中发挥关键作用ꎮ
然而ꎬＩＬ￣１β 和 ＩＬ￣１８ 被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主要

贡献者ꎮ 不论在动物模型还是在人体试验ꎬＩＬ￣１β 的促动脉

粥样硬化作用是众所周知的ꎮ 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老鼠体

内可以激活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引起 ＩＬ￣１β 分泌增加ꎬ从而 ＩＬ￣１β
刺激小鼠的脂质斑块发展和不稳定斑块形成以及胆固醇晶

体积聚ꎮ 在 ＡｐｏＥ 敲除小鼠模型中发现ꎬ缺乏 ＩＬ￣１β 导致动

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大小减少 ３０％ [３２] ꎮ 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

研究均可证实 ＩＬ￣１β、ＩＬ￣１８ 在 Ａｓ 中的作用ꎬ并且开始着重研

究药物抑制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的表达对控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

反应的作用ꎮ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ꎬ高剂量的瑞舒伐他汀通过

下调 ＮＬＲＰ３、组织蛋白酶 Ｂ 及它们的下游介质的表达调节动

脉粥样硬化的炎症过程[３３] ꎮ 另外ꎬ秋水仙碱也被认为能够

抑制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活化表达 ＩＬ￣１β、 ＩＬ￣１８ 及其下游因子

ＩＬ￣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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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对于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与 Ａｓ 的研究尚无统一定论ꎬ
应进一步进行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与 Ａｓ 相关性及 ＩＬ￣１ 家族在 Ａｓ
中的作用的研究ꎮ

四、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与缺血再灌注损伤

严重的冠状动脉硬化往往导致心肌梗死ꎮ 及时有效的

血运重建可有效地挽救心肌梗死ꎬ减小梗死面积ꎬ改善患者

预后ꎮ 然而ꎬ血运重建后 ＭＩ / Ｒ 损伤仍可带来不可避免的危

害ꎮ 研究证明心梗引发炎症反应[３４] ꎮ
Ｋａｗａｇｕｃｈｉ 等[３５]曾以缺乏 ＡＳＣ 的小鼠行骨髓移植实验ꎬ

结果发现ꎬ炎性体的形成是由 ＭＩ / Ｒ 后激活炎性体产生 ＩＬ￣１ꎬ
导致的炎性细胞浸润等炎症反应和细胞因子表达ꎬ并且炎性

体是在骨髓细胞和心脏成纤维细胞通过产生活性氧和钾流

出而被激活ꎮ 在缺乏 ＡＳＣ 和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 的小鼠ꎬ这些炎症反

应和炎症反应引起的心肌伤害ꎬ包括心梗的发展和心肌纤维

化程度以及心脏机能障碍都明显减弱ꎮ 这表明对于 ＭＩ / Ｒ 心

脏成纤维细胞中炎性体的激活是至关重要的ꎮ Ｓａｎｄａｎｇｅｒ
等[３６]研究报道阻断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激活可提高心脏机能和减

小心梗面积ꎮ 虽然以上结论是基于离体心脏ꎬ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ꎮ 但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激活与 ＭＩ / Ｒ 存在一定相关性是可

以肯定的ꎮ 对此ꎬＬｉｕ 等[３７] 研究证明ꎬＴＸＮＩＰ 介导 ＮＬＲＰ３ 炎

性体激活在心脏微血管内皮细胞是 ＭＩ / Ｒ 的一个新颖机制ꎮ
他们在模拟冠心病小鼠心肌或腹腔内注射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抑

制剂ꎬ该抑制剂可以减弱巨噬细胞、嗜中性粒细胞浸润和

ＭＩ / Ｒꎮ 以心肌细胞凋亡和梗死面积大小为检测指标ꎬ发现

缺血的心脏仍然表现出 ＴＸＩＮＰ 和 ＮＬＲＰ３ 之间的强交互ꎮ
２０１４ 年一项研究证明ꎬ格列本脲合成的一个中间的基质ꎬ环
己脲部分游离片段在心肌细胞抑制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的形成和

限制 Ｉ / Ｒ 后梗死面积的大小[３８] ꎮ 因此ꎬ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在 Ｉ / Ｒ
中的作用尚未明确ꎬ应进一步进行有关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与 Ｉ / Ｒ
相关性及 ＩＬ￣１ 家族在 Ｉ / Ｒ 中发挥作用的研究ꎮ

总之ꎬ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的发现扩大了我们对炎症反应导致

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理解ꎮ 虽然一系列的研究均表明ꎬ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在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但
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探索ꎬ尤其是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

激活的具体机制ꎮ 但可以肯定的是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在促动脉

粥样硬化、促心力衰竭及促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发挥作

用ꎬ故阻断或抑制 ＮＬＲＰ３ 炎性体的激活可能为心血管疾病

提供新的来控制炎症的治疗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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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血管病杂志»可直接使用的英文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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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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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嗜酸粒细胞)
ＡＰＴＴ(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ＩＮＲ(国际标准化比值)
ＮＯ(一氧化氮)
Ｔ３(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Ｔ４(甲状腺素)
ＰａＯ２(动脉血氧分压)
ＰａＣＯ２(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ＩＵ 或 Ｕ(酶活力的国际单位)
ＭＲＩ(磁共振成像)
ＣＴ(Ｘ 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
ＥＧ(计算机断层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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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张海波ꎬ主任医师ꎬ博士ꎬ硕士生导师ꎬ 研究方向:心脏瓣膜

病ꎬ心房颤动ꎬ心脏移植ꎮ Ｅ￣ 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ｈｂ２３１８＠ １６３. ｃｏｍ

综述

应用经食管三维超声心动图量化分析
二尖瓣三维构型的研究进展

李岳环　 张海波　 孟 旭　 韩 杰

　 　 [关键词] 　 三维超声ꎻ二尖瓣ꎻ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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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尖瓣又称为二尖瓣装置(ｍｉｔｒ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组成包括瓣

环、瓣叶、腱索、乳头肌ꎮ 只有二尖瓣的各部分结构、心房以

及心室肌的密切配合才可能保证二尖瓣的正常工作ꎮ 相反ꎬ
二尖瓣的各组成部分以及邻近出现病变ꎬ可出现二尖瓣功能

不全(ｍｉｔｒａｌ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ＭＩ)ꎮ 治疗 ＭＩ 首选二尖瓣成形术ꎬ
相对于二尖瓣置换术ꎬ二尖瓣成形术可保留瓣叶和瓣下结构

的完整性ꎬ 更有利于维持左心室收缩功能ꎬ术后病死率低ꎬ
无需长期抗凝ꎬ患者生活质量较高ꎮ 因此ꎬ对二尖瓣及相邻

结构的解剖与病理生理的充分了解ꎬ为二尖瓣成形术的选择

有重要影响ꎮ 详细评估二尖瓣疾病及病变部位、功能障碍关

键需要具体的图像ꎮ 清晰具体的图像可评估二尖瓣的功能ꎬ
尤其在心动周期中的形态结构和动态资料ꎬ是制定术前方案

的基础ꎮ 目前有多种检查手段可进行评价二尖瓣的结构与

功能ꎬ其中经胸超声( ｔｒａｎ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ＴＴＥ)是

分析二尖瓣疾病的基础ꎮ 随着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ＲＴ３ＤＴＥＥ)在临床上的应用ꎬ对二尖瓣装置的结构特点、量化

分析以及对二尖瓣功能的认识得以深入ꎮ 本文旨在叙述

ＲＴ３ＤＴＥＥ 并借助量化分析软件对二尖瓣三维构型及功能的

研究进展ꎬ进而深入对二尖瓣的空间构型和功能的认识ꎬ对
二尖瓣修复术的手术方案的制定以及二尖瓣成形环的设计

提供参考依据ꎬ并对二尖瓣修复术的远期疗效进行预测ꎮ
１. 二尖瓣的解剖特点　 在二尖瓣装置中ꎬ二尖瓣瓣环是

其重要组成部分ꎬ对二尖瓣瓣环空间构型的研究ꎬ有利于深

入认识二尖瓣的功能ꎮ 二尖瓣瓣环按照瓣叶的附着部位ꎬ分
为前瓣环和后瓣环ꎮ 前瓣环为二尖瓣前叶附着部ꎬ大约为整

个瓣环的 １ / ３ꎻ后瓣环是后瓣叶的附着部位ꎬ约占整个瓣环周

径的 ２ / ３ꎬ相对于前瓣环ꎬ后瓣环更具有柔韧性和伸展性ꎬ在
心动周期中形态和长度的变化较大[１] ꎮ

二尖瓣叶分隔左心房和左心室ꎬ瓣叶薄而软ꎬ构成左心

室流入道的主要部分ꎮ 其形态为一个连续性宽窄不等的弹

性膜状结构ꎬ并非两个界限分明的瓣叶ꎮ 二尖瓣前、后瓣叶

的分界标志是通过二尖瓣游离缘深浅不等的切迹中最深的

两个切迹ꎬ称为前交界(位于瓣环前外侧)和后交界(瓣环后

内侧ꎬ邻近左纤维三角)ꎮ 前、后瓣叶各分成 ３ 个区ꎬ即 Ａ１、
Ａ２、Ａ３、Ｐ１、Ｐ２ 及 Ｐ３[２] ꎮ

二尖瓣瓣下结构包括腱索和乳头肌ꎬ对保证二尖瓣正常

功能发挥重要作用ꎮ 二尖瓣腱索通常分为三部分:边缘腱索

(亦称一级腱索)ꎻ粗糙带腱索(亦称二级腱索、支持腱索)ꎻ
基底部腱索[３] ꎮ 从力学角度ꎬ二尖瓣腱索可能是二尖瓣装置

中最为薄弱的部分ꎬ其作用是在收缩期使瓣叶游离缘低于二

尖瓣环平面ꎬ使瓣叶得以对合ꎮ 二尖瓣腱索作为一个多束支

功能单元发挥正常作用依赖于其合理的平行直线排列方式ꎬ
当二尖瓣装置几何构型出现异常ꎬ造成腱索的排列紊乱ꎬ使
细弱的边缘腱索开始承担其在生理条件下不应该承担的收

缩期峰值压力ꎬ
进而可发生断裂产生二尖瓣关闭不全ꎮ 二尖瓣乳头肌

常由心室壁的中部发出ꎬ从心房面观察两组乳头肌分别位于

左心室前侧方和中后方ꎬ称为前乳头肌和后乳头肌ꎮ 前乳头

肌发出腱索分布于二尖瓣前、后瓣叶的前侧 １ / ２ꎬ而后乳头肌

发出腱索分布于二尖瓣前、后瓣叶的后 １ / ２ꎮ 前乳头肌的血

液供应主要来自左前降支和左回旋支冠状动脉ꎬ后乳头肌则

主要接受自右冠状动脉的血液供应[２] ꎮ
２. 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及定量分析的临床应用　 实时

三维经胸超声心动图诞生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ꎬ其核心技

术是超声压电晶体的矩阵排列ꎬ超声探头内容纳 ３ ０００ 个以

上的微小压电片ꎬ可实时发射与接受一个矩阵型波束ꎬ形成

一个实时的立体数据库ꎬ而无需再进行脱机处理重建三维数

据库ꎮ 随着技术的进步ꎬ微型化加工的矩阵压电晶体可镶嵌

于经食管探头ꎬ从而诞生了 ＲＴ３ＤＴＥＥꎮ ＲＴ３ＤＥ 可提供四种

三维显示模式:实时三维显示模式(Ｌｉｖｅ ３Ｄ)ꎻ三维图像放大

显示模式(３Ｄ ＺＯＯＭ)ꎻ心电门控三维全容积显示模式(３Ｄ
ｆｕ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ꎻ心电门控血流三维彩色多普勒显示模式(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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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ｏ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ꎮ Ｌｉｖｅ ３Ｄ 成像范围相对窄小ꎬ但具有较高的分

辨率ꎮ ３Ｄ ＺＯＯＭ 用于显示组织局部放大的三维图像ꎬ也可

清晰显示外科视野的三维图像ꎬ临床应用时可根据需要确定

放大范围ꎬ并可从多角度如左心房面或左心室面观察二尖

瓣ꎮ Ｌｉｖｅ ３Ｄ 和 ３Ｄ ＺＯＯＭ 模式均可避免心电门控的 ３Ｄ ｆｕ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 所常见的旋转伪像ꎮ ３Ｄ ｆｕ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 由 ４ 个或 ７ 个心

动周期的实时三维图像融合而成ꎬ可进行多种测量和定量分

析ꎬ对定量评价左心室容积和全面显示心脏结构的空间位置

有着特殊应用价值ꎮ 然而ꎬ３Ｄ ｆｕ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 通过识别心电图上

的 ＲＲ 间距来获取图像ꎬ对于心律不齐患者易产生伪像ꎮ ３Ｄ
ｃｏｌｏ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 与 ３Ｄ ｆｕｌｌ ｖｏｌｕｍｅ 的获取方法一样ꎬ是由 ７ 个或

１４ 个窄的实时三维金字塔楔形图像融合而成ꎬ主要用于血流

的观察ꎬ确定血流的方向、范围以及与周围组织结构的空间

关系ꎬ对观察二尖瓣反流口位置有重要价值ꎮ 灰阶图像显示

质量不理想是其主要缺点[４] ꎮ
常用的定量分析软件有 Ｐｈｉｌｉｐｓ 公司的 ＱＬＡＢ 软件以及

德国 ＴｏｍＴｅｃ 公司的 ４Ｄ ＭＶ￣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ꎮ 在获取全容积三维

超声图像后ꎬ利用该类软件可直观显示瓣叶的形态与病变ꎬ
如脱垂ꎬ并可计算病变瓣叶的面积、脱垂体积等ꎮ 还可以进

一步建立二尖瓣装置和主动脉瓣等邻近组织的三维模型ꎬ这
种模型有助于观察二尖瓣环的空间结构ꎬ并可进行相应

测量[５] ꎮ
３. 正常二尖瓣的空间构型　 现有的研究显示ꎬ二尖瓣环

为一立体结构ꎬ有学者描述为“马鞍形”ꎬ在整个心动周期中ꎬ
瓣环的空间构型不断发生变化[５￣６] ꎮ ２００４ 年张跃力等[７] 利

用 ＲＴ３ＤＴＥＥ 对 １２ 例正常人心脏进行实时三维成像ꎬ并应用

定量分析软件对二尖瓣进行定量分析ꎬ发现二尖瓣环面积在

舒张晚期达到最大ꎬ为(８ ０３ ± ０ ８２)ｃｍꎬ二尖瓣环面积在收

缩中期最小ꎬ为(５ ８１ ± ０ ６４)ｃｍꎮ 在整个心动周期中二尖瓣

环的立体形态始终呈“马鞍形”ꎬ于前外侧连合、后内侧连合

处较低ꎬ于前叶侧瓣环、后叶侧瓣环较高ꎬ前叶侧瓣环与后叶

侧瓣环间夹角在收缩期较大ꎬ舒张期则较小ꎮ ２０１０ 年ꎬ姜镔

等[８]应用 ＲＴ３ＤＴＥＥ 对 ２５ 例正常人(男性 １３ 例ꎬ女性 １２ 例ꎬ
平均(４５ ２ ± ７ ５)岁进行检查ꎬ并用更先进的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ＱＬａｂ
６ ０ 进行脱机分析ꎬ结果显示 “马鞍形”构型的二尖瓣环ꎬ收
缩期时瓣环周长、面积、前后径、左右径及瓣环高度小于舒张

期ꎬ 而前后瓣环角度及左右瓣环角度较大ꎬ 即收缩期二尖瓣

环较舒张期更平坦ꎮ
４. 二尖瓣不同病变类型对二尖瓣几何构型与功能的影

响　 引起二尖瓣功能不全的疾病有多种ꎬ如先天性二尖瓣畸

形、风湿性心脏病、感染性心内膜炎、退行性病变、扩张型心

肌病、缺血性二尖瓣关闭不全等[９￣１０] ꎮ 其中风湿性心脏病、
二尖瓣退行性病变、缺血性二尖瓣关闭不全因发病率高ꎬ具
有代表性ꎬ下面主要阐述这三种疾病对二尖瓣结构与功能的

影响ꎮ
(１)风湿性心脏病　 风湿热是引起二尖瓣器质性损害的

主要病因ꎬ风湿性瓣膜病在发展中国家十分常见[２] ꎮ 二尖瓣

是风湿性心脏病最先侵犯的部位ꎬ可表现为单纯性二尖瓣狭

窄、二尖瓣关闭不全及二尖瓣狭窄伴关闭不全ꎮ 尸检及术中

病理显示风湿性瓣膜炎的病理改变主要有瓣叶交界粘连、腱
索粘连和短缩以及纤维化导致的瓣叶僵硬、卷曲和钙化ꎬ其
中以交界粘连尤为常见[１１] ꎮ ＲＴ３ＤＴＥＥ 可直观显示二尖瓣瓣

交界ꎬ以便对交接融合及钙化程度进行评估ꎮ ＲＴ３ＤＴＥＥ 证

实ꎬ对通过二尖瓣的血流动力学产生影响的是二尖瓣的形

状ꎬ而非二尖瓣孔的大小[１２] ꎮ Ｇｉｌｏｎ 等[１２] 证实ꎬ二尖瓣空间

构型的变化会导致瓣压差的相应改变ꎬ即在二尖瓣有效开放

面积、血流速度相同的情况下ꎬ平坦的二尖瓣结构比立体的

“马鞍形”二尖瓣结构承受的压力梯度会增加 ４０％ ꎮ 这些研

究有助于阐明心脏结构、压力变化以及血流动力学之间的关

系ꎮ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ꎬ风湿性二尖瓣关闭不全患者二尖瓣

瓣环面积及二尖瓣前及后叶面积均增大[１１] ꎮ 增大的前后瓣

环径与后叶￣瓣环角度作为独立因素和风湿性二尖瓣关闭不

全的严重程度有关[１３] ꎮ 对左心室和二尖瓣瓣下结构的形态

学定量分析发现乳头肌的偏移及腱索间角度缩小也会导致

二尖瓣关闭不全[１４] ꎮ 风湿二尖瓣病变的修复术十分复杂且

很有挑战性ꎬ尤其当合并二尖瓣瓣叶挛缩和乳头肌偏移时ꎬ
对二尖瓣形态学的定量分析有助于指导修复术方案的制定ꎮ

(２)二尖瓣退行性病变　 二尖瓣退行性病变是美国等西

方国家二尖瓣手术最常见的病因ꎬ而在我国由退行性改变引

起二尖瓣反流的发病率仅次于风湿性疾病[１０ꎬ １５] ꎮ 在一些文

献中ꎬ这一类疾病也被称为二尖瓣脱垂或 Ｂａｒｌｏｗ’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ꎮ
二尖瓣退行性病变可累及瓣叶、腱索和瓣环各个部分ꎬ引起

瓣叶的增宽、增厚ꎬ造成腱索不同程度延长变细ꎬ强度减低ꎮ
从病理学角度可将二尖瓣退行性病变分为黏液样病变(ｄｉｆ￣
ｆｕｓｅ ｍｙｘｏｍａｔｏｕｓ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ＤＭＤ)和纤维弹性组织缺失( ｆｉ￣
ｂ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ＦＥＤ) [１６￣１７] ꎮ ２０１２ 年ꎬＭｏｕｓｔａｆａ 等[１８] 研

究了二尖瓣黏液样退行性病变对二尖瓣瓣环的影响ꎬ该研究

共有 ３５ 例受试者(１８ 例退行性变患者ꎬ１７ 例作为正常对照

组)ꎬ又依据反流程度将病变组分成轻度反流组(ｎ ＝ ７)和中

重度反流组(ｎ ＝ １１)ꎮ ３５ 例受试者均接受 ＲＴ３ＤＴＥＥ 采集三

维超声图像ꎬ并用定量分析软件后期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退行

性病变组二尖瓣环仍保留“马鞍形”立体结构ꎬ但与正常对照

组相比ꎬ该组瓣环径增大及形状变圆ꎻ两病变组之间对比ꎬ中
重度反流组二尖瓣环的变异程度更大(Ｐ < ０ ０１)ꎬ而轻度反

流组二尖瓣环空间构型与运动近似于正常对照组ꎮ
然而ꎬ一直以来有关 ＤＭＤ 与 ＦＥＤ 对二尖瓣瓣环和瓣体

活动影响的差异性并不清楚ꎮ 近期ꎬ Ｃｌａｖｅｌ 等[１９] ꎬ利用

ＲＴ３ＤＴＥＥ 三维定量分析软件对 ４９ 例 ＤＭＤ(ｎ ＝ １８)和 ＦＥＤ
(ｎ ＝ ３１)患者进行了研究ꎬ分组依据为术中证实ꎬ两组患者年

龄、体表面积、左心房内径、左心室内径以及二尖瓣反流孔之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均 > ０ ５)ꎮ 研究显示ꎬＤＭＤ 组的

瓣环径大于 ＦＥＤ 组ꎬ但瓣环高度两者之间相近ꎻ动态分析显

示 ＤＭＤ 组的瓣环收缩幅度明显低于 ＦＥＤ 组ꎬ马鞍形瓣环结

构在收缩早期上移并在收缩晚期出现异常扩大 (Ｐ 均 <
０ ０５)ꎻ瓣叶动态分析显示收缩期瓣叶面积 ＤＭＤ 组明显大于

ＦＥＤ 组(Ｐ < ０ ００１)ꎻ收缩期瓣叶脱垂高度及容积 ＦＥＤ 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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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增加ꎬ而 ＤＭＤ 组显著增加(Ｐ < ０ ００１)ꎮ 作者由此认为ꎬ作
为二尖瓣退行性病变的两种病理类型ꎬＤＭＤ 和 ＦＥＤ 表现出

明显的生理差异ꎬ ＤＭＤ 患者瓣环扩大与明显活动异常的特

点可用于区别 ＦＥＤꎬ因 ＦＥＤ 虽引起瓣环扩大但三维构型及

运动相对正常ꎮ 此外ꎬ尽管 ＤＭＤ 会导致瓣叶增宽并出现更

大脱垂ꎬ但 ＤＭＤ 患者出现严重反流的几率远小于 ＦＥＤ 患

者ꎬ其潜在机制可能是 ＤＭＤ 增大增宽的瓣叶起到了代偿作

用ꎬ而 ＦＥＤ 因缺乏弹性组织可恶化反流程度ꎮ
(３)缺血性二尖瓣关闭不全 　 缺血性二尖瓣关闭不全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ｍｉｔｒａｌ ｒｅｇｕｒｇｉｔａｔｉｏｎꎬＩＭＲ)是指因冠状动脉供血不足

导致心肌缺血或梗死后ꎬ乳头肌及腱索断裂或延长ꎬ或是继

发于心肌缺血或梗死后的左心室功能不全、左心室增大、瓣
环扩张、瓣叶脱垂和左心室反常运动ꎬ引起二尖瓣功能紊乱

产生的二尖瓣关闭不全ꎮ ＩＭＲ 因缺血部位、病程长短不同可

表现出明显的差异ꎮ 目前对 ＩＭＲ 的病理生理机制并不十分

明了ꎬ现依据当前的研究进行阐述[２０ ￣２２] ꎮ 心肌梗死后左心

室重构使乳头肌向心尖和侧方移位ꎬ 远离二尖瓣瓣环ꎮ 这

种移位致使腱索过度紧张ꎬ从而导致二尖瓣瓣叶向心尖方向

呈穹窿样改变ꎬ限制了二尖瓣收缩期对合而出现反流ꎬ一旦

缺血性二尖瓣反流形成ꎬ 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和左心室壁

应力相应增加ꎻ左心室扩大而左心室舒张末期室壁厚度却没

有相应增加ꎬ 从而导致左心室心肌收缩功能的普遍下降ꎬ 并

进一步导致乳头肌移位和瓣叶穹窿样改变加重ꎮ 同时左心

室扩张会导致瓣环扩大和功能不良ꎮ 因此慢性缺血性二尖

瓣反流可不断加重ꎬ形成恶性循环[２０ꎬ ２３￣２４] ꎮ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等[２５] 报

道:与正常人相比ꎬ缺血性心肌病组患者二尖瓣瓣环扩大、扁
平ꎬ瓣环舒缩能力及在长轴方向上的运动距离减低ꎮ 而针对

不同冠状动脉缺血病变对二尖瓣瓣环的影响的区别ꎬ陈健

等[２６]采用 ＲＴ３ＤＴＥＥ 对比分析了不同部位缺血致中、重度二

尖瓣反流是二尖瓣瓣环形态与功能的变化规律ꎬ该研究纳入

了 １１ 例前壁或下后壁心肌梗死缺血性心肌病伴中度及以上

二尖瓣反流患者ꎬ并设立对照组(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 ２０
例)ꎬ研究发现下后壁缺血性心肌病致中、重度二尖瓣反流患

者二尖瓣瓣环运动受损更明显ꎮ 分析原因可能是下后壁心

机梗死对二尖瓣瓣环功能的影响比前壁心肌梗死出现早ꎮ
并推论下壁心肌梗死ꎬ是二尖瓣瓣环的变换直接受到二尖瓣

装置本身变化的影响ꎬ导致该研究中下后壁病变组瓣环运动

能力减弱较显著ꎬ下后壁病变组瓣环的形变能力及整体运动

能力较早受到影响ꎮ 而前壁心机梗死时ꎬ二尖瓣瓣环受到左

心室整体重构影响较多ꎮ
５. 二尖瓣几何构型量化分析的临床应用　 (１)诊断二尖

瓣脱垂　 应用二维超声对二尖瓣脱垂的定义ꎬ为收缩期 １ 个

或 ２ 个瓣叶上移超过瓣环水平 ２ｍｍ 以上[３] ꎮ 这个定义常造

成心尖四腔心切面对二尖瓣脱垂误诊ꎬ因为二尖瓣环并非平

面结构ꎬ而是“马鞍形”立体结构[２７] ꎮ 此外ꎬ二维超声经胸骨

旁长轴切面对 Ａ２ 和 Ｐ２ 部位的脱垂诊断率较高ꎬ而对瓣叶其

他部位的脱垂则差强人意ꎮ 利用 ＲＴ３ＤＥ 及定量分析ꎬ可显

示二尖瓣瓣叶在“马鞍形”瓣环内 ６ 个分区的轮廓和位移ꎬ提

高了诊断的准确性[２８] ꎮ
(２)对二尖瓣修复术手术方案制定的指导　 二尖瓣的量

化分析ꎬ可从客观上可识别可修复性二尖瓣病变并指导手术

方案ꎮ 实时三维超声和量化分析二尖瓣的空间构型可提高

二尖瓣修复术的成功率ꎮ 客观的量化参数如交界宽度( ｃｏ￣
ｍｉｍｉｓｓｕｒａｌ ｗｉｄｔｈ)、脱垂瓣叶分区的数量可预测退行性二尖瓣

病变进行修复术的复杂性[２９] ꎮ 功能性二尖瓣关闭不全行修

复术具有很高的复发率[３０] ꎮ 定量分析能精确计算瓣叶与瓣

环之间的角度ꎬ瓣叶面积以及乳头肌之间的空间距离[３１] ꎮ
瓣叶隆起面积和 Ａ２ 弯曲角度作为独立影响因素ꎬ影响功能

性二尖瓣反流修复术的复杂度[２９] ꎮ ＩＭＲ 患者行瓣环成形术

时ꎬ当后叶￣瓣环角度≥４５°提示成形效果不良[３２] ꎮ 对扩张型

心肌病引起的功能性二尖瓣关闭不全分析发现ꎬ成形术后前

叶良好的活动性对二尖瓣功能的稳定性起到重要作用ꎬ当前

叶远端与瓣环之间的角度 > ２５°时ꎬ引起复发性二尖瓣关闭

不全的几率较大[３３] ꎮ Ｆａｔｔｏｕｃｈ 等[３４] 报道了在术前对二尖瓣

瓣下结构的空间构型分析ꎬ可计算出达到令人满意瓣叶对合

面积的腱索最佳迁移位置ꎮ
６. 局限性及展望 　 ＲＴ３ＤＴＥＥ 成像角度不及二维超声ꎬ

临床上获取二尖瓣及邻近结构的三维超声图像时ꎬ常常因成

像角度窄不能获得包含完整二尖瓣瓣环的图像ꎬ这会造成后

期无法脱机分析ꎮ 另外定量分析ꎬ是通过所获取的三维超声

图像进行切割ꎬ获得二尖瓣的二维图像ꎬ操作者手动设定参

照点后再进行追踪瓣环、瓣叶ꎬ这就会造成人为误差ꎬ影响测

量的准确性ꎮ 此外ꎬ整个分析过程因操作费时长ꎬ难以常规

应用于临床ꎮ 实时三维超声软件及硬件技术的进步ꎬ有助于

获取结构更完整、分辨率更高的图像ꎬ完整清晰的图像是定

量分析的基础ꎮ 未来的研究应针对众多参数各自的临床意

义ꎬ影响决策的临界值ꎬ明确对患者预后的影响ꎮ
总之ꎬ因二尖瓣装置结构的复杂性ꎬ传统的 Ｍ 型超声心

动图与二维超声心动图ꎬ以一维或二维的成像方式ꎬ来显示

三维结构的二尖瓣及与毗邻组织的空间关系有很大的局限

性ꎮ 应用 ＲＴ３ＤＴＥＥ 及定量分析ꎬ可以对复杂的二尖瓣装置

进行直观显示和定量分析ꎬ有助于深入认识在心动周期中二

尖瓣的空间构型及功能ꎬ有助于阐明不同二尖瓣病变引起二

尖瓣空间构型与功能改变的特点ꎮ 借助于定量分析研究ꎬ有
助于对病变程度的把握ꎬ同时对二尖瓣修复术手术方案的选

择乃至二尖瓣成形环的设计均具有指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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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ꎬ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ꎬ世界各国医生共同

着眼于“如何提高心肌血运重建患者急性期生存率”ꎬ并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ꎬ已取得显著成就ꎬ临床技术愈发成熟ꎬ急性期

住院治疗的心肌血运重建患者的生存率逐年提高ꎬ但与其发

展不平行的是ꎬ术后随访的研究较少ꎮ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心

肌血运重建术后随访指南或专家共识来指导随访工作ꎬ使广

大心肌血运重建患者从中受益[１] ꎮ
１. 概念　 心肌血运重建术是指利用冠状动脉介入或外

科手术方法解除冠状动脉狭窄、重建血管、恢复心肌灌注[２] ꎮ
心肌血运重建术后随访是指患者定期就诊医疗机构进行评

估病情、治疗方案、健康教育及康复指导随访[３] ꎮ 心肌血运

重建术后随访适宜性是对随访模式的评估ꎬ主要从诊疗规范

性、安全性及经济性进行评价ꎮ
２. 随访模式　 疾病的随访模式包括:疾病管理组织、疾

病随访模式、全科或社区疾病随访模式、医院疾病随访模式、
体检中心疾病随访模式ꎮ 疾病管理组织疾病随访模式主要

通过收集患者信息资料进行发病率、生存率及病死率等相关

流行病学研究ꎮ 体检中心疾病随访模式主要适用健康人群

或疾病早期人群的一级预防ꎮ 适合心肌血运重建术后患者

的随访模式主要为社区疾病随访模式和医院疾病随访模

式[４] ꎮ 就不同随访模式而言ꎬ目前无随机对照实验来评估不

同随访模式对心肌血运重建患者的预后影响[５] ꎮ
(１)社区疾病随访模式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社区卫

生服务起步较早且发展完善的国家在明确的分级诊疗制度

和医疗保险报销制度的双重制约下ꎬ心肌血运重建患者的出

院后随访工作经历了由专科医院随访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随访转变的过程[４ꎬ６] ꎮ 医疗团队由全科医生、护士和康复师

等组成ꎬ由随访患者选择随访团队ꎬ通过契约制ꎬ建立稳定医

患关系ꎮ 随访团队通过患者门诊就诊、团队家访和借助通讯

设施等随访方式ꎬ以患者为中心ꎬ通过对心肌血运重建术后

患者建立健康档案、进行健康教育、控制危险因素及提供家

访服务等综合性措施ꎬ有效地提高心肌血运重建术后患者对

疾病的认知ꎮ 随访费用主要由国家和医疗保险公司承担ꎮ
研究表明此种随访模式能够有效地减少主要不良心血管事

件ꎬ减低患者再住院率ꎬ减少个人医疗支出ꎬ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７￣８] ꎮ
(２)医院疾病随访模式　 我国心肌血运重建术后患者随

访主要采用医院疾病随访模式ꎮ 医疗团队由高年资专科医

生和手术医生组成ꎬ以患者门诊就诊或借助通讯设施方式进

行随访ꎮ 随访团队通过医院信息系统ꎬ采集心肌血运重建术

后患者病史信息ꎬ以疾病为中心ꎬ进行用药、康复治疗指

导[９] ꎮ 随访团队制定随访计划ꎬ定期通过检验、检查评估病

情ꎬ调整随访方案ꎮ 随访费用主要由社会保障局(限医保患

者)和个人承担ꎮ 研究表明心肌血运重建治疗术后医院疾病

随访模式能有效提高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和预后ꎮ
３. 随访方式　 近几年ꎬ血运重建术后随访方式也在与时

俱进ꎬ除信件随访、电话随访、门诊(预约)随访外ꎬ以家庭为

中心的随访方式和以网络为中心的随访方式ꎬ亦可见文献报

道ꎮ ２００８ 年发表的 ＥＵＲＯＡＣＴＩＯＮ 研究显示ꎬ以护士为基础

的家访方式已逐渐发展成熟ꎮ 此方式主要由随访护士在控

制危险因素及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方面进行管理[１０] ꎮ 研究表

明ꎬ个性化ꎬ制度化和以指南为基础家访方式ꎬ能够减少冠心

病患者的心因病死率[１１] ꎮ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网络的覆

盖ꎬ移动医疗在心肌血运重建术后患者的自我管理、健康教

育和药物依从性监督方面逐渐被应用ꎮ 以网络为中心的随

访方式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和手机软件等方式与医生进行沟

通ꎬ具有时效性、便捷性和灵活性特点[１２] ꎮ ＴＥＸＴ ＭＥ 研究结

果显示短信随访方式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危险因素[１３] ꎮ 但目

前新型随访方式独立的研究均较少ꎬ是否真正具有临床意义

仍需要大规模、纵向的研究ꎬ使更多患者从中受益[１４] ꎮ
４. 随访适宜性　 (１)药物治疗规范性　 心肌血运重建术

后患者应用抗血小板、抗凝、他汀类、β 受体阻滞剂及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药物ꎬ是心肌血运重建二级预防

的基石[３] ꎮ Ｃｈｅｎ 通过对 １６ 项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得出急性

２４９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１２



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出院后 １ 年药物治疗规范性在 ５４％ ~
８６％之间[１５] ꎮ 随着医师对患者术后随访能力的提升ꎬ患者

的药物治疗规范性逐步提高[１６] ꎮ
(２)随访安全性　 国内外专家多通过主要心血管不良事

件(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ｖｅｎｔｓꎬＭＡＣＥ)来衡量心肌血运重建

术后患者并发症及生存率ꎬＭＡＣＥ 事件包括非致死性心肌梗

死、再次心肌血运重建、脑卒中或死亡ꎮ Ｊａｃｏｂ 研究显示ꎬ随
访能够减低患者 ＭＡＣＥ 事件发生率[１７] ꎮ

(３)随访经济性　 目前我国医疗费用逐年增长ꎬ其中冠

心病的疾病费用排名第一ꎮ 心肌血运重建术后患者进行随

访ꎬ能够有效降低再住院率ꎬ减少医疗支出ꎬ有利于医保资金

结余ꎮ
与国外相比ꎬ我国未实行分级诊疗制度ꎬ医保政策不能

够有效约束患者的就诊行为ꎬ心肌血运重建术后随访模式主

要以医院疾病随访模式为主ꎬ也可见全科疾病随访模式的研

究报道ꎬ研究显示全科疾病随访模式具有规范、安全和经济

的特点[１８] ꎮ 但目前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血运重建随访

的大规模研究ꎬ是否适合大规模开展心肌血运重建术后患者

的随访工作ꎬ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ꎮ
综上所述ꎬ心肌血运重建患者出院后ꎬ需要进行长期、规

律随访ꎬ使患者受益良多ꎬ值得开展ꎮ 可惜目前国内对其认

识仍不充分ꎬ使得广大患者并未受益于此[１９] ꎮ 适宜随访模

式既要规范、安全、经济ꎬ使患者看病放心又舒心ꎬ又要符合

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ꎬ医疗资源利用最大化ꎮ 全科医师开展

心肌血运重建随访可能是未来发展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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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ꎬ先天性心脏病(ＣＨＤ)患儿的治疗

由过去增加生存机会ꎬ发展到现在更注重长期的临床结果ꎬ
特别是神经精神发育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提高ꎮ ＣＨＤ 患儿神

经精神发育依赖于机体自身基础疾病状况及治疗因素的干

预ꎮ 及时发现 ＣＨＤ 患儿精神发育异常及其影响因素ꎬ有助

于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ꎬ改善其成长发育ꎮ 本文对 ＣＨＤ 患

儿神经精神发育影响因素、干预及其监测进行综述ꎮ
１. 流行病学 　 依据 ２００６ 年美国儿科学会(ＡＰＰ)的报

道ꎬ美国 ＣＨＤ 发病率约为 ９ / １ ０００ꎬ每 １０ ００３ 个 ＣＨＤ 患儿中

约 ２ ２２３ 个需要介入或手术干预ꎬ早期确诊的 ＣＨＤ 患儿的远

期生存率(２０ 岁)约为 ８５％ ꎮ 虽然特定类型的复杂 ＣＨＤ(如
左心室发育不全综合征)可能远期生存率尚不能令人满意ꎬ
但近几年 ＣＨＤ 总的远期生存率是在不断增加ꎬＣＨＤ 患儿神

经精神发育迟缓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越来越受到关注ꎮ
Ｍａｓｓａｒｏ 等[１]对 ＣＨＤ 患儿精神发育研究发现ꎬ超过 ５０％的患

儿术前至少有一项发育异常ꎬ并且三分之一的患儿有喂养困

难ꎬ新生儿期实施手术后 ５０％ 有精神行为的异常ꎬ婴幼儿(１
个月 ~ ２ 年)实施手术后则 ３８％有精神行为异常ꎮ 这些异常

主要包括肌张力低下、神经过敏、嗜睡、躁动及自闭症特征

等ꎮ Ｖｏｎ Ｒｈｅｉｎ 等[２]对 １１９ 例 ＣＨＤ 患儿术后进行追踪随访ꎬ
１０ 岁左右时的精神发育检测结果显示 ＣＨＤ 患儿术后 １５％
~２０％有显著的发育延迟和精神异常ꎬ主要表现为适应能

力、精细运动和粗大运动的延迟等ꎮ Ｒａｚｚａｇｈｉ 等[３] 对 ４２０ 位

０ ~ １７ 岁的 ＣＨＤ 术后患儿长期精神发育评估ꎬ并同 １８０ ０４８
位无 ＣＨＤ 的儿童进行比较ꎬ发现 ＣＨＤ 患儿比正常儿童有更

高的自闭症发生率和智力缺陷ꎬ主要表现为在学业成绩、语
言的表达和接受、感知、可视化构造、注意力、执行能力、精细

运动技能和粗大运动技能及心理失调等方面ꎮ
２. 先心病伴发神经精神发育异常的发生机制　 ＣＨＤ 伴

发神经精神发育异常主要由于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和

后天神经系统的损伤造成的ꎮ 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多

归因于遗传因素ꎮ 载脂蛋白 Ｅ(ＡｐｏＥ)相关基因构成的遗传

因素是影响神经精神发育的独立危险因素ꎬＡｐｏＥ 是由 ＡｐｏＥ
基因编码的脂蛋白ꎬ是一种重要的胆固醇代谢的调节器ꎬ它
在脑损伤后神经功能的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ꎬＡｐｏＥε２ 等位

基因与较低的运动神经精神发育指数(ＰＤＩ)得分相关ꎬ这也

为术前的筛查提供了依据[４] ꎮ 染色体异常如腭心面综合征ꎬ
主要表现为圆锥动脉干畸形、神经认知下降、低血钙、传导性

听力损伤及腭咽闭合不全和腭裂ꎬ并伴有各种类型的神经解

剖学异常ꎬ胼胝体的大小异常等[５] ꎮ
后天引起神经系统损伤的机制非常复杂ꎬ脑结构的异

常ꎬ脑血流量改变ꎬ长期的低氧血症等可以对神经系统造成

潜在性损伤[６] ꎮ ＣＨＤ 患儿出生后脑体积减小损害大脑的发

育ꎬＯｗｅｎ 等[７] 应用磁共振技术和贝利智力量表ꎬ对 ３５ 例

ＣＨＤ 患儿的研究发现ꎬ脑脊液增加造成的脑损伤会导致较差

的行为状态和视觉定位状态ꎮ 血管畸形可以影响脑血流的

改变ꎬＳｚｗａｓｔ 等[８] 选取 １８ 到 ４０ 周妊娠的胎儿ꎬ５９ 例为主动

脉通畅但肺血流下降的 ＣＨＤ 患儿ꎬ７２ 例为阻塞主动脉血流

的 ＣＨＤ 患儿以及 ９２ 例正常胎儿ꎮ 研究发现相比正常胎儿ꎬ
主动脉阻塞性疾病会导致脑血管阻力(大脑中动脉搏动指

数)降低ꎬ并且脑血流量的差异可能导致了出生后神经精神

发育的异常ꎮ 脑缺氧缺血导致的代谢性酸中毒可以导致脑

出血和脑室周围白质软化ꎮ Ａｎｄ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９] 利用神经影像

学发现 ＣＨＤ 患儿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的发病率由术前的 ３１％
增加到术后的 ４７％ ꎬ这种脑损伤更进一步的影响了神经精神

发育的异常ꎮ 脑结构异常的患儿在围术期遭受到进一步的

损伤因素影响ꎬ则在发育阶段发生神经精神异常的概率大大

增加ꎮ
３. 先心病患儿神经精神发育异常的影响因素 　 影响

ＣＨＤ 患儿神经精神发育异常的因素是多方面的ꎬ具体表现为

术前、术中和术后ꎮ 术前因素除了脑解剖异常、脑损伤及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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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因素影响外ꎬ还和出生时的体质量、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受

教育的水平、术前并发症(如癫痫、低血压等)、术前血氧饱和

度、发绀情况、胎龄 < ３５ 周等有关ꎮ 大部分学者认为手术时

的年龄是影响 ＣＨＤ 患儿精神发育的相关因素ꎬ然而 Ｗｉｃｋｒｅ￣
ｍａｓｉｎｇｈｅ 等[１０]通过对动脉导管未闭患儿进行早期结扎术

(出生后 １４ 天)和选择性结扎手术(出生后 ２３ 天)术后 １８ ~
３６ 个月时进行神经精神随访测试ꎬ发现两组患儿精神发育无

明显差异ꎬ这也可能是因为疾病的复杂程度对神经系统的发

育影响不同ꎮ Ｋｈａｌｉｌ 等[１１]对 ９ ２１９ 篇文献进行了 Ｍｅｔａ 分析ꎬ
发现大动脉转位患儿脑部病变的发生率为 ３４％ ꎬ左心发育不

全患儿脑部病变的发生率为 ４９％ ꎬ因而疾病的复杂程度对精

神发育障碍是有影响的ꎮ
术中因素主要体现在手术方式及体外循环过程中ꎮ

Ｎｅｗｂｕｒｇｅｒ 等[１２]比较了 ３１３ 例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ＨＬＨＳ)
或者相关异常疾病患者ꎬ实施 Ｎｏｒｗｏｏｄ 手术方式分别为改良

布莱洛克￣陶西格分流 (ＭＢＴ) 分流与右心室￣肺动脉 (ＲＶ￣
ＰＡ)分流ꎬ在术后 １４ 个月研究发现ꎬＲＶ￣ＰＡ 组有更好的精神

发育结局ꎮ 体外循环中的可能危险因素包括体外循环时间、
阻断时间、灌注方式、体外循环最低温度、红细胞比容

(ＨＣＴ)、ｐＨ 值等ꎮ 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等[１３] 对单纯深低温停循环

(ＤＨＣＡ)和选择性脑灌(ＡＳＣＰ)分别与健康的儿童(与实验

组性别、年龄类似)对照组进行研究ꎬＤＨＣＡ １１ 例ꎬ对照组 １０
例ꎻＡＳＣＰ ２９ 例ꎬ对照组 ２４ 例ꎬ分别进行比较发现深低温停循

环和选择性脑灌 ＩＱ 值与对照组比较都有所下降ꎬ下降更多

的表现在认知、执行等领域ꎮ Ｓａｎａｎｅｓ 等[１４] 探究了体外循环

(ＣＰＢ)对 ３ 个月月龄 ＣＨＤ 患儿神经精神发育的影响ꎬ运用

贝利智力量表对 １０６ 例大动脉转位患儿进行研究ꎬ发现在 ２４
个月时粗大运动功能仍低于平均水平ꎬ精细运动也有所下

降ꎬ患儿存在左心发育不良畸形、复杂主动脉缩窄、男性患

儿、出生时低体质量、长 ＣＰＢ 时间、术后监护室停留时间、术
后发生脑卒中、心脏骤停及癫痫发作等是神经精神发育异常

的危险因素ꎮ 比较了 １５６ 例在大动脉转位术中采用全身停

循环与低流量循环(５０ｍＬｋｇ － １ ｍｉｎ － １ )患儿术后神经精

神发育的情况ꎬ神经精神发育检测是在术后患儿 ８ 岁进行ꎬ
使用韦氏智力量表评估发现ꎬ全身停循环组患儿运动功能检

测结果较差ꎬ包括非习惯用手的灵巧度、言语失用、视觉运动

跟踪、语音意识测验等ꎬ因此全身停循环可能对 ＣＨＤ 患儿神

经精神发育障碍影响更大ꎮ
术后影响患儿神经精神发育的因素有多个ꎬ包括术后并

发症(癫痫、低血压、心律失常及败血症)、住院时间、ＩＣＵ 的

停留时间、术后的全身静脉氧饱和度等[２] ꎮ Ｇａｙｎｏｒ 等[１５] 对

１３２ 例 ＣＨＤ 患儿进行评估ꎬ研究发现术后临床脑电图癫痫发

作有更差的精神发育结局ꎮ 因此ꎬＣＨＤ 患儿术后进行脑电图

的检测对于神经功能发育的检测非常必要ꎮ 威斯康星儿童

医院 Ｈｏｆｆｍａｎ 等[１６]调查 Ｎｏｒｗｏｏｄ 围手术期及术后的生理数

据之间的关系ꎬ研究 ４ ~ ５ 岁 ＣＨＤ 患儿的神经精神发育结

局ꎬ使用多因素分析发现术后氧合不足可能导致不良的长期

神经精神发育结局ꎮ 许多采用体外膜肺氧合支持(ＥＣＭＯ)

辅助支持的 ＣＨＤ 患儿有急性脑损伤并发症ꎬ如癫痫发作及

出血等ꎬＭｅｔａ 研究发现实施 ＥＣＭＯ 的 ＣＨＤ 患儿癫痫发作和

出血的发生率分别为 ６ ８％ 和 ４ ９％ ꎬ此类患儿神经精神发

育异常的几率也明显增加[１７] ꎮ
４. 先心病伴发神经精神发育异常的预防及干预策略

ＣＨＤ 患儿神经精神发育异常的干预主要集中在围手术

期和手术后的生活两方面ꎮ 围手术期对先心患儿神经精神

发育异常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ꎬ降低脑的压力反应和血管自

我调节可以导致脑的灌注不足ꎬ因此ꎬ需要一种更精确的方

式检测脑组织氧供ꎮ Ｈｏｆｆｍａｎ 等[１６] 应用近红外光谱技术ꎬ对
５１ 例接受 ＨＬＨＳ 患儿围手术期脑氧饱和度检测ꎬ研究发现氧

饱和度低于 ４５％会导致较差的神经精神发育结局ꎮ 血红蛋

白浓度指数(ＨＶＸ)可以检测脑血管压力反应ꎬ评估受损脑的

自我调节ꎬ确定压力自动调节的下限ꎬ胶质纤维酸性蛋白

(ＧＦＡＰ)是神经系统星型胶质细胞活化的标志物ꎬ对神经系

统有特异性ꎮ ＨＶＸ 与 ＧＦＡＰ 的升高及颅脑超声联合应用检

测脑损伤ꎬ并及时干预ꎬ也提供了一个新的预防和管理的

策略[１８] ꎮ
经颅多普勒能够对脑的血流速度进行实时的检测ꎬ特别

是在体外循环低流量时ꎬ可以实时检测大脑灌注效果ꎮ Ｋｈａｎ
等对 １００ 例行双心室修复手术的婴幼儿(４３ 例大动脉转位、
３６ 例法洛四联症及 ２１ 例室间隔缺损)应用经颅多普勒检测

体外循环 １８ 小时后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ꎬ体外循环术后回

访精神发育测试ꎬ其中 ８５ 例患儿ꎬ体外循环后 １８ 小时大脑

中动脉舒张期平均血流流速降低及血流速度变化范围的缩

小与神经精神运动发育指数(ＰＤＩ)以及智力发育指数独立相

关(Ｐ < ０ ０５)ꎮ 经颅多普勒在术中的检测有助于指导干预ꎬ
减少体外循环中脑缺氧及奢灌的情况ꎬ从而降低神经精神发

育障碍的风险ꎮ
癫痫发作对记忆和阅读能力造成有害影响ꎬ可通过脑电

图(ＥＥＧ)实时监测ꎬ发作早期积极干预ꎬ减少或防止癫痫发

作ꎬ从而减轻术后神经精神发育的风险[１５] ꎮ 较低的静脉氧

饱和度对 ＣＨＤ 患儿精神发育障碍是有影响ꎬＭｅｈｔａ 的研究也

证实了这个观点[１７] ꎮ 实时的氧饱和度检测能及时发现低静

脉氧饱和度情况并给予相应治疗ꎬ对减少 ＣＨＤ 患儿脑损伤ꎬ
降低精神发育风险是有益的ꎮ 应用磁共振技术检测术前及

术后脑损伤ꎬ及时评估脑损伤对精神发育的危险因素ꎬ并进

行有效干预[６] ꎮ
ＣＨＤ 患儿术后生活的干预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方法ꎬ

包括特殊教育辅导班ꎬ进行行为管理辅导ꎬ语音 /语言治疗和

学习行为发育的治疗等ꎮ 治疗团队常包括儿科医生、心理学

家、教育工作者、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语言病理学家、神
经科专家和心脏病专家ꎮ 教育者也应该鼓励家庭与学校分

享多学科评估结果ꎬ以确保有关建议在学校环境中能够更好

的实现[１] ꎮ
５. 先心病伴发神经精神发育异常的监测方法 　 由于

ＣＨＤ 患儿大多数无法直接表述其不良感受ꎬ早期发现患儿神

经精神异常并进行积极干预和预防ꎬ是改善患儿预后的最佳

５４９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１２



途径ꎮ 目前ꎬ多种技术进行了尝试ꎮ
婴幼儿时期精神发育评估通常采用发育评估量表ꎮ Ｇｅ￣

ｓｅｌｌ 博士首先确立了儿童神经精神发育评估的 ４ 个主要领

域ꎬ包括适应性行为、运动行为(分为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
语言及社会￣行为ꎬ并且开创了儿童神经精神发育评估方法

研究的先河ꎮ 此后的神经精神发育评估方法大多是建立在

Ｇｅｓｅｌｌ 发育量表的基础之上ꎬ例如美国的 Ｂａｙｌｅｙ 发育量表、
丹佛发育筛查量表(ＤＤＳＴ)、英国的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发育量表等ꎮ 随

着时间的进展ꎬ上述的量表不只一次的重新修订ꎬ而且产生

出如 Ｋａｕｆｍ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Ｋ—ＡＢＣ) 和

Ｍｕｌｌｅｎ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等众多新的发育量表ꎮ 随着外

科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出现等[１９￣２１] ꎬ这些量表需要及时修

订ꎬ才能反映常模样本的代表性和真实效度ꎮ
脑磁共振技术是用于识别解剖异常和脑损伤最敏感的

方法ꎬ能够检测出局灶性和弥散性脑白质病变ꎬ脑室周围白

质软化(ＰＶＬ)、出血等ꎮ 磁共振技术可应用到患儿精神发育

障碍的检测中ꎬ应用磁共振技术对 ＣＨＤ 患儿术前和术后进

行磁共振检测ꎬ并与整个的精神发育检测相联系ꎬ从而更好

的对精神发育作出评估ꎮ
总之ꎬ造成 ＣＨＤ 患儿神经精神发育障碍的因素是复杂

的ꎬ而且随着患儿的成长ꎬ其发育状况有所变化ꎮ 随着新的

检测手段的使用ꎬ以及大样本量、长时间检测的开展ꎬ在未来

ＣＨＤ 患儿神经精神发育的评估中ꎬ相信能够及时发现影响精

神发育异常的诸多危险因素ꎬ更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ꎬ从而

极大改善 ＣＨＤ 患儿术后的神经精神发育状况ꎬ提高 ＣＨＤ 患

儿术后生活质量ꎮ 这是非常有意义并且值得去实施的ꎮ

参考文献

[ １ ]　 Ｍａｓｓａｒｏ ＡＮꎬ Ｅｌ￣Ｄｉｂ Ｍꎬ Ｇｌａｓｓ Ｐ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ｖ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０:４３７￣４４６.

[ ２ ] 　 ｖｏｎ Ｒｈｅｉｎ Ｍꎬ Ｄｉｍｉｔ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ꎬ Ｖａｌｓａｎｇｉａｃｏｍｏ Ｂｕｅｃｈｅｌ ＥＲꎬ 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ｆｕｌｌ￣ｆｌｏｗ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
ｐａｓｓ.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４４:５７７￣５８３.

[ ３ ] 　 Ｒａｚｚａｇｈｉ Ｈꎬ Ｏｓｔｅｒ Ｍꎬ Ｒｅｅｆｈｕｉｓ Ｊ.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ｓｕｒ￣
ｖｅｙ.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６６:１１９￣１２４.

[ ４ ] 　 Ｇａｙｎｏｒ ＪＷꎬ Ｋｉｍ ＤＳꎬ 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ＣＢ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 ε２ ａｌｌｅｌ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４８:２５６０￣２５６６.

[ ５ ] 　 Ｄｅｎｇ Ｙꎬ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Ｈｕｎｓａｋｅｒ ＮＪꎬ Ｃａｂａｒａｌ Ｍ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ｒｕｐｔｅｄ
ｆｏｒｎｉｘ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２２ｑ１１ ２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３２:１０６￣１１４.

[ ６ ] 　 Ｉｍａｄａ Ｔꎬ Ｏｋｕｔａｎｉ Ｒꎬ Ｏｄａ Ｙ.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ｆｏ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ｈｉｌｄ ｗｉｔｈ ＰＨＡＣ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 Ａｎｅｓｔｈ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８:９１９￣９２３.

[ ７ ] 　 Ｏｗｅｎ Ｍꎬ Ｓｈｅｖｅｌｌ Ｍꎬ Ｄｏｎｏｆｒｉ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ｎｅｕ￣
ｒ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ｎｅｗｂｏｒ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６４:１１２１￣１１２７. ｅ１.

[ ８ ] 　 Ｓｚｗａｓｔ Ａꎬ Ｔｉａｎ Ｚꎬ ＭｃＣａｎｎ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ｅ￣
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ｆｅｔｕ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ｖｅｎｔｒｉｃｌｅ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０:６２￣６７.

[ ９ ] 　 Ａｎｄ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ＤＢꎬ Ａｈｍａｄ ＨＢꎬ Ｈａｑ Ｔ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ꎬ ａｎｄ １２￣
ｍｏｎｔｈ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
ｙ: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 Ａｎａｅｓｔｈ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４:２６６￣
２７４.

[１０] 　 Ｗｉｃｋｒｅｍａｓｉｎｇｈｅ ＡＣꎬ Ｒｏｇｅｒｓ ＥＥꎬ Ｐｉｅｃｕｃｈ ＲＥ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ｕｃｔｕｓ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ｕｓ.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６１:１０６５￣１０７２.

[１１] 　 Ｋｈａｌｉｌ Ａꎬ Ｓｕｆｆ Ｎꎬ Ｔｈｉｌａｇａｎａｔｈａｎ Ｂ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ｌａｙ ｉｎ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３:１４￣２４.

[１２] 　 Ｎｅｗｂｕｒｇｅｒ ＪＷꎬ Ｓｌｅｅｐｅｒ ＬＡꎬ Ｂ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ＤＣꎬ ｅｔ 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ｌｅｆｔ ｈｅａｒ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ｖｅｎｔｒｉｃｌ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２５:２０８１￣２０９１.

[１３] 　 Ｂｅｒｇｅｍａｎｎ Ａꎬ Ｈａｎｓｅｎ ＪＨꎬ Ｒｏｔｅｒｍａｎｎ Ｉ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ｄ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ａｌｌｉ￣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ｐ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ｌｅｆｔ ｈｅａｒ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Ｅｕｒ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７:８０３￣８１１.

[１４] 　 Ｓａｎａｎｅｓ Ｒꎬ Ｍａｎｌｈｉｏｔ Ｃꎬ Ｋｅｌｌｙ Ｅ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ｎ ｈｅａ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ａｇｅ.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２ꎬ ９３:１５７７￣１５８３.

[１５] 　 Ｇａｙｎｏｒ ＪＷꎬ Ｊａｒｖｉｋ ＧＰꎬ Ｇｅｒｄｅｓ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ｎ￣
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ｅｉｚ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ｉ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ｔ ４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ｇ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ｃｙ.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４６:１３２￣
１３７.

[１６]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ＧＭꎬ Ｂｒｏｓｉｇ ＣＬꎬ Ｍｕｓｓａｔｔｏ ＫＡꎬ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ｌｅｆｔ ｈｅａｒｔ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
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４６:１１５３￣１１６４.

[１７] 　 Ｍｅｈｔａ Ａꎬ Ｉｂｓｅｎ ＬＭ.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ｏｒｌｄ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４０￣４７.

[１８]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Ａꎬ Ｔｅｋｅｓ Ａꎬ Ｈｕｉｓｍａｎ ＴＡꎬｅｔ ａｌ. Ｇｌｉａｌ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ｙ ａｃｉｄ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ｓ ａ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ｍ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０９:２７. ｅ１￣ｅ７.

[１９] 　 潘惠妮ꎬ 陈少梅ꎬ 吴郁丽ꎬ等. １２００ 例小儿神经心理发育检

查表临床测试结果分析. 中国妇幼保健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２:１３３７￣
１３４０.

[２０] 　 吴松ꎬ 万峰ꎬ 张喆ꎬ 等. 婴儿发绀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行双向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的临床分析. 心肺血管病杂

志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４:２８２￣２８４.
[２１] 　 张晗ꎬ 刘承虎ꎬ 李刚ꎬ 等. 十字交叉心脏的解剖特点与外科

治疗选择.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４:６２２￣６２６.

(２０１５￣０７￣０６ 收稿)

６４９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３４ 卷第 １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