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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血管病杂志»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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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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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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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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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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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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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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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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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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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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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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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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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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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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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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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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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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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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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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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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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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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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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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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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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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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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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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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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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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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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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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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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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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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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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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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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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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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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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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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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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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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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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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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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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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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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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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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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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心肺血管病杂志»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 １１￣３０９７ / Ｒ　 邮发代号:８２￣６３６　 国内定价:１８ ０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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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

管疾病研究所(曾哲淳 吴兆苏 苏江莲 左惠娟 王锦纹)ꎻ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陈伟伟 何新叶 陆迎 陈阳)
通信作者:陈伟伟ꎬ教授ꎬ研究方向:心血管病人群防治ꎮ Ｅ￣ｍａｉｌ:
ｃｗｗ１２３１２３＠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流行学及人群防治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中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病
发病风险模型研究与评估工具的开发

曾哲淳　 吴兆苏　 陈伟伟　 何新叶　 陆 迎　 陈 阳　 苏江莲　 左惠娟　 王锦纹

　 　 [摘要] 　 目的:使用移动互联网开发技术ꎬ针对心血管病一级预防和健康管理工作ꎬ构建适合中国

人群的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评估工具ꎮ 方法:基于中美心肺血管疾病流行病学合作队列研究已构

建的数学模型ꎬ使用 Ｊａｖａ、Ｏｂｊｅｃｔ￣Ｃ、ＰＨＰ 及 ＨＴＭＬ５ 等技术ꎬ开发针对安卓、ＩＯＳ 和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平台

的风险评估软件系统ꎬ该系统可用于个体缺血性心血管病 １０ 年发病风险的预测ꎮ 结果:成功开发了可

运行于安卓手机、安卓平板电脑、ｉＰｈｏｎｅ、ｉＰａｄ 等移动智能设备的风险评估系统客户端ꎬ以及可运行与个

人电脑的网站系统ꎬ并以“爱心护心”系统的名称ꎬ通过软件市场的方式免费上线发布ꎮ 系统具有冠心

病、缺血性脑卒中 １０ 年发病风险预测、心脏年龄计算、危险因素分析和健康教育等的功能ꎮ 结论:所建

立的软件系统基于我国学者的权威性研究结果、针对中国人群数据、用户界面友好ꎬ可用于健康教育、心
血管病一级预防等工作ꎬ作为患者危险分级的评估工具ꎮ

[关键词] 　 缺血性心血管病ꎻ发病风险评估ꎻ移动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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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 ＩＣＶ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ｈ￣
ｅｍ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ｍｏｎｇ ９９０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Ｊａｖａꎬ Ｏｂｊｅｃｔ￣Ｃ ａｎｄ ＰＨＰ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ｎｄｒｏｉｄꎬ Ａｐｐｌｅ ＩＯＳ ａｎｄ
Ｐ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ＰＰ ｈａ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ｂｏｔｈ ｆｏｒ Ａｎｄｒｏ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ＯＳ ｂａｓｅｄ ｅ￣
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ｗ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 ｆｏｒ ｆｒｅｅ. Ａ Ｗｅｂ ｓ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ａｍ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Ｃ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 ｗｅｒｅ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ＶＤꎬ ｈｅａｒｔ 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ＡＰＰ ｈａｓ ａ ｕｓ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ｒｉｓｋ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ｆｉ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ＣＶ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ꎻ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心脑血管疾病是我国居民死亡的最主要疾病之

一ꎮ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超重及肥胖等危险因素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

已广为人知ꎬ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是多种危险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ꎬ如何根据各种危险因素来综合

评估、定量的预测个体发病的绝对风险ꎬ仍是心脑血

管疾病防治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ꎮ
通过对我国人群心血管病流行规律和主要危险

因素的大量研究ꎬ我国学者提出将缺血性心脏病

(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这两类最主要的心血管

事件统称为缺血性心血管疾病(ＩＣＶ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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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ꎬ依据中美心肺血管疾病流行病学合作

研究队列(９ ９０３ 例ꎬ３５ ~ ５９ 岁成人)随访 １５ 年资

料ꎬ发现基线年龄、性别、血压、ＴＣ、体质量指数、吸
烟和糖尿病与个体将来冠心病、缺血性脑卒中和缺

血性心血管病事件发病有独立的显著关联ꎬ并据此

制定了适合我国人群的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发病危险

预测模型和风险评估量表ꎮ 其基本用途是根据个体

当前缺血性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个数和程度预测其

１０ 年内发生该病的概率[１]ꎮ
２００３ 年ꎬＣＭＣＳ 研究基于对我国 １１ 个省市 ３５

~ ６４ 岁队列人群(３０ １２１ 例ꎬ３５ ~ ６４ 岁成人)基线

危险因素水平和随访 １０ 年心血管病事件发生关系

的回归分析结果ꎬ发现基线年龄、性别、血压、ＴＣ、
ＨＤＬ￣Ｃ、血糖和是否吸烟与心脑血管病事件(包括急

性冠心病事件和急性脑卒中事件)独立相关ꎬ并据

此提出了中国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危险预测

模型[２]ꎮ
上述两项研究虽互相独立ꎬ但所采用的方法学

十分相似ꎬ因此所得结果有很好的可比性和可融

合性ꎮ
国外在相关领域已进行过大量研究ꎬ并已成

功地开发了许多评估工具和软件系统ꎬ如美国弗

莱明翰(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评分系统[３] 、欧洲危险评分

系统 ( ＳＣＯＲＥ) [４]、英国的 ＱＲＩＳＫ  ２[５]、 ＡＳＳＧＩＮ
Ｓｃｏｒｅ[６]、ＪＢＳ ３ 评分系统[７]、新西兰的 ＫｎｏｗＹｏｕ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评估工具[８]等ꎮ

国外评估工具不应直接应用于中国人群ꎬＣＭＣＳ
研究显示ꎬ如果直接将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评估模型应用于

中国人群ꎬ将高估个体的发病风险[９]ꎮ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评估的用途在于早期检

出心脑血管病高危人群ꎬ以便对处于不同危险等级

的人群进行不同力度的干预ꎬ基于传统危险因素的

评估模型因其简易性、经济性ꎬ对于个体层面的危险

因素自我管理、疾病一级预防、健康教育等层面都具

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ꎬ且国外尚未发现针对手机

开发的评估软件ꎮ
因此ꎬ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我国高水平的流

行病学研究结果ꎬ并利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的

机遇ꎬ基于中美心肺血管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

队列预测模型ꎬ开发基于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的国人心脑血管病发病风险评估系统ꎮ 为更多

的人能够科学的了解自身心脑血管病发病风险ꎬ
并尽早采取干预措施ꎮ 该系统对应的 ＡＰＰ 目前命

名为“爱心护心”ꎮ

资料与方法

１. 基于中美心肺血管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队

列研究已经构建的数学模型[１]ꎬ该模型通过对 ９ ９０３
例成人 １５ 年的随访ꎬ采用多元 Ｃｏｘ 回归的方法

建立ꎮ
２. 模型中涉及的危险因素包括:性别、年龄、体

质指数(ＢＭＩ)、ＴＣ、收缩压、吸烟史及糖尿病病史ꎮ
３. 采用 Ｊａｖａ、Ｏｂｊｅｃｔ￣Ｃ 等开发工具针对安卓系

统、ＩＯＳ 系统开发移动智能设备客户端应用程序ꎮ
使用 ＰＨＰ 技术开发针对 ＰＣ 操作系统的网站系统ꎮ

４. 开发成功后的系统通过网站及软件市场

(Ａｐｐｌｅ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 及国内各主流安卓软件市场)的

方式免费上线发布ꎮ

结　 果

成果开发了可运行于安卓手机、安卓平板电脑、
ｉＰｈｏｎｅ、ｉＰａｄ 等移动智能设备的风险评估系统客户

端ꎬ以及可运行与个人电脑的网站系统ꎬ并以“爱心

护心”系统的名称ꎬ通过软件市场的方式免费上线

发布ꎮ
１. 系统安装方法 　 爱心护心系统是完全免费

的ꎬ对于个人电脑用户ꎬ它可以在网页浏览器中直接

运行ꎬ而无需安装ꎮ 具体网址为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网 站 上 的 链 接 ｈｔｔｐ: / / ｃｖｄｐ. ｈｅａｌｔｈｙｈｅａｒｔ￣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ꎬ或访问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ｃｄ. ｏｒｇ. ｃｎ)ꎮ

图 １　 “爱心护心”系统安装二维码

对于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用户(如:运行安卓

系统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运行 ＩＯＳ 系统的 ｉＰｈｏｎｅ 或

ｉＰａｄ)ꎮ 可使用二维码工具扫描图 １ 中相应的二维

码安装ꎮ 或在 Ａｐｐｌｅ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百度应用市场、３６０
应用市场等软件虚拟商店中搜索“爱心护心”进行

安装(图 ２)ꎮ
２. 系统基本功能 　 系统适用人群的年龄范围

为 ３５ 岁 ~ ７４ 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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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输入(预测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

指数、收缩压、ＴＣ、是否吸烟、是否患糖尿病ꎮ
主要输出(预测结果)包括:未来 １０ 年缺血性

心血管病的发病概率ꎻ个体随年龄增长的发病风险

曲线ꎻ心脏风险年龄ꎻ危险因素控制效果评估:估算

当某些危险因素得以控制后ꎬ个体的发病风险曲线ꎮ
心脏风险年龄的概念是指一个具有某种危险因

素水平年轻人的发病风险ꎬ可能与一个无危险因素

的老年人的风险相当ꎮ 那么ꎬ年轻人的心脏风险年

龄等于那个老年人的实际年龄ꎮ

图 ３　 危险因素水平输入的步骤

图 ２　 “爱心护心”系统主页面

３. 使用方法 　 用户打开网页或安装手机 ＡＰＰ
后ꎬ无需注册ꎬ可直接点击“开始风险评估”按钮进

行风险评估ꎮ
点击“开始风险评估”按钮ꎬ根据系统向导的提

示输入自己的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血压、总胆

固醇、是否吸烟及是否有糖尿病(图 ３)ꎮ 系统将根

据上述指标绘制个人风险曲线ꎬ并计算发病概率、心
脏年龄等指标ꎮ 用户还可以通过调节曲线右侧的危

险因素水平调节滑块ꎬ了解如果自己的危险因素得

到控制或恶化后ꎬ发病风险曲线的变化(图 ４)ꎮ
４. 用户注册 　 虽然无需注册即可进行风险评

估ꎬ但注册后系统会在后台数据库中保存用户的评

估结果ꎬ还可帮助用户管理个人健康数据ꎮ
用户均可通过邮箱(ＱＱ 号、新浪或腾讯微博账

号等)及密码进行注册ꎬ用户还可以注册多个下属

子账户ꎬ用于管理其他家庭成员的信息ꎮ 注册信息

中不涉及任何隐私信息和身份识别信息ꎮ
用户注册后ꎬ可通过系统记录、查询个人和家庭

成员的多项健康指标ꎬ并可通过图形的方式观察某

些指标的变化趋势(图 ５)ꎮ

讨　 论

目前国外常用的危险评估工具有美国弗莱

明翰(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评分系统、欧洲危险评分系统

(ＳＣＯＲＥ)、英国的 ＱＲＩＳＫ ２、ＡＳＳＧＩＮ Ｓｃｏｒｅ、ＪＢＳ ＩＩ
评分系统、ＷＨＯ 心血管病事件危险估算、新西兰的

ＫｎｏｗＹｏｕ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评估工具等ꎮ
这些工具均是面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ꎬ

根据个体暴露的危险因素种类和程度预测将来(１０
年、３０ 年或终生风险)冠心病或缺血性脑卒中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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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发病风险曲线图

病或死亡风险ꎮ 不同的工具使用的预测因子大同小

异ꎬ均基于前瞻性队列研究ꎬ但所依赖的研究人群特

征各不相同ꎮ 上述这些评估方法的研究团队均开发

了基于互联网的免费评估应用工具ꎮ

图 ５　 手机界面

近年来ꎬ许多“非传统危险因素”的生物学指标

在冠心病事件发生中的预测作用得到了大量研究ꎮ
但在引入这些指标后的预测价值方面存在一定的争

议ꎬ有研究显示仅能轻度提高预测能力[１０￣１１]ꎬ但也

有研究显示ꎬ在传统性危险因素基础上ꎬ联合加用肌

钙蛋白 Ｉ、前心房利钠肽 Ｎ 端、巯基蛋白酶抑制肽 Ｃ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 Ｃ)及 Ｃ 反应蛋白建立的预测模型ꎬ对老年

患者ꎬ在预测心血管病死亡方面ꎬ可明显提高预测能

力[１１￣１２]ꎮ 此外ꎬ近年还出现一些评估模型ꎬ通过检

测血液中与冠状动脉斑块相关的特定炎症因子或其

他生物标志物水平预测冠状动脉事件风险ꎬ如美国

的 ＭＩＲＩＳＫ ＶＰＴＭꎬ但该系统为商业收费系统[１３]ꎮ 上

述系统并非面向一级预防ꎬ也不适用于心血管病中

低危人群的健康管理工作ꎮ
移动互联网(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是指互联网的技

术、平台、商业模式和应用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并实

践的活动的总称ꎮ 我国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ꎬ
根据互联网研究机构(艾媒咨询集团)的研究ꎬ截止

到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中国手机网民数量达到 ６ ０５ 亿ꎬ
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占全球智能手机用户的比重高达

３３ ９％ ꎬ另一项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的研究显示

５０ ~ ６０ 岁的人群中使用微信的比例超过了 ３０ ~ ４０
岁人群ꎬ随着年龄的增加ꎬ通过手机门户网站看新闻

的用户比例逐渐增加ꎬ到 ５５ 岁达到最高点[１４]ꎮ
上述研究结果清楚的显示出了移动互联网用户

群的壮大ꎬ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心脑血管疾病一

级预防的重点人群ꎮ
爱心护心系统具有下列特点:针对心脑血管疾

病这类威胁中国人健康的重要疾病ꎻ评估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病而不仅仅是死亡风险ꎬ对个体更具实用

价值ꎻ计算发病概率的同时计算心脏年龄ꎬ使评估结

果更加直观ꎻ基于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流行病学研

究成果ꎬ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权威专家开发ꎬ保
证了科学性和权威性ꎻ完全针对中国人群ꎻ国内首次

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开发心脑血管病风险评估

系统ꎮ
爱心护心系统面向心脑血管疾病一级预防ꎬ主

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要考虑的是让尽量多的未患病人群使用ꎬ从而量化

地了解自身风险ꎮ 因此ꎬ选用的预测变量比较简单ꎬ
也更容易获得ꎬ一些相对较难获得的血液检查指标

没有纳入预测模型ꎮ
由于研究设计的限制ꎬ心血管病家族史、ＴＣ /

ＨＤＬ 比值、风湿性关节炎、心房颤动、慢性肾病、动
脉弹性指标、危险因素控制的效果(如高血压治疗

情况、吸烟程度、是否戒烟及体力活动和膳食)等因

素未能纳入模型ꎬ但国外同类预测模型也没有能够

考虑所有上述因素者ꎮ
目前模型仅能预测未来 １０ 年的发病风险ꎬ与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评估模型的 ３０ 年、ＱＲＩＳＫ ２ 的 １０ 年和

终生风险还有一定差距ꎮ
爱心护心系统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开发ꎬ它提

供了一个权威性的心脑血管病风险预测平台ꎬ今后

在完善自身功能的基础上ꎬ可以开放平台的 ＡＰＩ(应
用程序接口)与经过授权的第三方系统集成ꎬ(如:
疾病管理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或微信)ꎬ从而进一

步扩大受益人群ꎮ
强化健康教育内容ꎬ将个性化的风险评估与健

康教育信息结合ꎬ为个体采取具体的心血管病预防

措施提供更科学、实用的决策信息ꎮ
爱心护心系统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开发的

一个可供医师和患者免费使用的心血管健康风险评

估工具ꎬ它可以方便的在手机和个人电脑运行ꎮ 它

通过权威的渠道和科学的方法提供心脑血管疾病发

病风险的评估结果ꎬ并且完全适合中国人群ꎮ
危险因素评估是通过概率的预测ꎬ由于个体差

异的巨大ꎬ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ꎬ但大量的研

究和实践已经证明ꎬ通过危险评估ꎬ 尽早识别高危

患者ꎬ并采取相应干预措施ꎬ 可以有效降低人群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ꎮ
爱心护心系统刚刚诞生ꎬ上线时间较短ꎬ应用未

形成规模ꎬ功能还具有许多的不足ꎬ但随着我国相关

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深入ꎬ新的预测因素逐渐增加ꎬ随

访时间不断延长ꎬ预测模型将进一步的完善ꎮ 随着

相关研发团队努力ꎬ爱心护心系统的功能和用户体

验也将不断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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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临床技术创新项目(ＸＭＬＸ２０１４０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心内科(罗亚玮 潘昱 李全 何继强 张

宇晨 高阅春 张维东 陈方)ꎬ宁夏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心内科(马小虎)
通信作者:陈方ꎬ主任医师ꎬ副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ꎬ研究方向:冠心病介入治疗ꎮ Ｅ￣ｍａｉｌ:ｄｒｃｈｅｆ＠ ２６３. ｎｅｔ

临床论著

替罗非班对中高危非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患者凝血纤溶系统的影响

罗亚玮　 马小虎　 潘 昱　 李 全　 何继强　 张宇晨　 高阅春　 张维东　 陈 方

　 　 [摘要] 　 目的:探讨导管室上游应用替罗非班对中高危非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ＮＳＴＡＣＳ)患者血运重建术后凝血纤溶系统的影响ꎮ 方法:８０ 例中高危 ＮＳＴＡＣＳ 患者均择期接受冠状

动脉介入术(ＰＣＩ)治疗ꎬ分为上游组(ＰＣＩ 前应用替罗非班ꎬｎ ＝ ３８ 例)和下游组(ＰＣＩ 开始时应用替罗非

班ꎬｎ ＝ ４２ 例)ꎬ观察术前及术后 ２４ 小时血浆凝血酶原时间(ＰＴ)、Ｄ 二聚体、纤维蛋白原(ＦＢＧ)和纤溶酶

原激活物抑制物￣１(ＰＡＩ￣１)ꎬ观察两组靶血管血流灌注及院内、３０ 天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和出血事件ꎮ
结果:与基线水平比较ꎬ两组患者术后血清 ＰＡＩ￣１ 水平均显著低于基线水平[上游组(１１ ８ ± ３ ２) ｖｓ.
(９ ７ ± ２ ７)ｎ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０３ꎻ下游组(１１ ０ ± １ １) ｖｓ. (１０ １ ± １ ６)ｎ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２０]ꎬ上游组术后 ＰＡＩ￣１
水平显著低于下游组[(９ ７ ± ２ ７) ｖｓ. (１０ １ ± １ ６)ｎｇ / ＬꎬＰ ＝ ０ ０３９]ꎮ 两组术前术后 ＰＴ、ＤＤ 和 ＦＢＧ 未

见明显差异(Ｐ > ０ ０５)ꎬ两组患者出血事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上游组术后靶血管 ＴＭＰＧ 分

级 < ３ 的比例明显低于下游组(Ｐ ＝ ０ ０２３)ꎻ两组患者院内和 ３０ 天心血管不良事件未见有意义统计学差

异(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替罗非班可通过调节纤溶系统ꎬ改善接受 ＰＣＩ 治疗的中高危 ＮＳＴＳＣＡ 患者血栓高

负荷状态ꎬ部分改善靶血管的血流灌注ꎬ导管室上游应用效果或更显著ꎬ且未见明显增加出血事件ꎮ
[关键词] 　 心肌梗死ꎻ 替罗非班ꎻ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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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ｌ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ＴＭＰＧ) < ３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ＣＩ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ｗ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２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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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ＣＩ(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ｍａ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ａｓｓｅｌｓꎬ ｐａｒｔ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ｂｙ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ｕｓｉｎｇ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Ｃ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ＳＴＡＣ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ꎻ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Ｔｉｒｏｆｉｂａｎꎻ 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在促凝因素的作用下ꎬ血小板异常聚集、血栓形

成诱发易损斑块破裂是非 ＳＴ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

综合征(ｎｏｎ￣ＳＴ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ＮＳＴＡＣＳ)的重

要发病机制ꎮ 纤溶系统功能障碍是这些重症患者血

液持续高凝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替罗非班为肽衍

生制剂ꎬ是目前国内唯一应用的血小板膜糖蛋白Ⅱ
ｂ / Ⅲａ 受体抑制剂ꎬ临床状态不稳定的 ＮＳＴＡＣＳ 患

者在导管室上游阶段即开始应用替罗非班部分改善

早期严重的血栓负荷ꎬ增加心肌灌注ꎬ减少微小栓塞

的发生ꎬ改善临床预后ꎮ ＥＶＥＲＥＳＴ 试验[１] 显示ꎬ与
下游(导管室)应用高起始剂量替罗非班或阿昔单

抗患者比较ꎬ上游(监护室ꎬ即 ＰＣＩ 术前)应用低起

始剂量替罗非班的高危非 ＳＴ 段抬高 ＡＣＳ 患者术前

术后 ＴＩＭＩ０ / １ 级患者明显少ꎬ术后血肌钙蛋白水平

降低ꎬ提示改善了组织灌注水平并减少心肌损伤ꎮ
荟萃分析[２￣３]显示导管室上游应用包括替罗非班在

内 ＧＰＩ 的 ＮＳＴＡＣＳ 患者 ＰＣＩ 术后 ３０ 天主要缺血性

心脏事件(死亡、心梗)明显低于下游应用者ꎬ但是

伴有非致死性出血事件的增加ꎮ 血浆纤溶酶原激活

物抑制物￣１(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ꎬＰＡＩ￣１)通
过抑制纤溶酶原活化而调节血浆纤溶与凝血系统

的平衡ꎬ是冠心病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早发冠心

病[４￣５] 、全因死亡[６] 的独立预测因子ꎮ 目前ꎬ不同

时机应用血小板糖蛋白Ⅱｂ / Ⅲａ 受体拮抗剂( ｇｌｙ￣
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Ｉｂ / ＩＩＩ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ꎬＧＰＩ) 替罗非

班对接受 ＰＣＩ 治疗的 ＮＳＴＡＣＳ 患者凝血和纤溶系

统功能的影响研究很少ꎬ本研究将通过临床观察

给予重点关注ꎮ

资料与方法

１ 入选标准:(１)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在

我院心内科住院拟行介入治疗 ( ＰＣＩ) 的中高危

ＮＳＴＡＣＳ 患者(不稳定性心绞痛或急性非 ＳＴ 段心肌

梗死 ８０ 例ꎻ年龄在 １８ ~ ７５ 岁之间ꎮ
(２)ＴＩＭＩ 积分≥３ 分者ꎻＴＩＭＩ 积分:年龄≥６５

岁ꎬ≤２４ 小时内心绞痛发作 > ２ 次ꎬ继往冠心病史

(狭窄 > ５０％ )ꎬ≥３ 个冠心病危险因素ꎬ心肌标志物

升高ꎬ７ 天内已服用阿斯匹林史ꎬ心电图 ＳＴ￣Ｔ 改变ꎮ
２ 排除标准:急性 ＳＴ 段抬高心肌梗死ꎬ心源性

休克ꎬ活动性出血ꎬ３ 个月内曾经有大手术或外伤病

史ꎬ６ 个月内有脑血管意外病史ꎬ贫血(血红蛋白 <
９０ｇ / Ｌ)及血小板减少症(血小板 < ９０ × １０９ / Ｌ)病

史ꎬ已知或可疑妊娠ꎮ 所有患者均行选择性冠状动

脉造影ꎬ冠心病定义为至少 １ 支主要心外膜下血管

狭窄≥５０％ ꎮ 所有患者均因存在严重冠状动脉狭窄

行经皮选择性冠状动脉内支架术治疗ꎮ
３. 替罗非班的用药方法:上游组(ｎ ＝ ３８ 例):患

者在造影前(１２ ± ２)小时开始首先给予 １０μｇ / ｋｇ 的

负荷剂量ꎬ３ 分钟内推注完毕ꎬ然后以 ０ １５μｇｋｇ － １
ｍｉｎ － １静滴至 ＰＣＩ 完成后 ２４ 小时ꎻ下游组( ｎ ＝ ４２
例):在指引导管到位后给予 １０μｇ / ｋｇ 的负荷剂量ꎬ
３ 分钟内推注完毕ꎬ然后改为 ０ １５μ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静

滴至 ＰＣＩ 完成后 ２４ 小时ꎮ
４. 其他药物用药方法:试验中两组术前均给予

依诺肝素 １ｍｇ / ｋｇꎬ每 １２ 小时给 １ 次ꎮ 术中抗凝统

一为普通肝素ꎬ操作规程参照«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指南(２００９)»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ꎮ
所有患者至少术前 ３ 天起口服氯吡格雷(波立维 杭

州赛诺菲生产)７５ｍｇꎬ１ 次 /天ꎬ或术前 １ 天负荷量

３００ｍｇꎬ继之 ７５ｍｇꎬ１ 次 /天ꎬ连续 １２ ~ １８ 个月ꎻ同时

服用阿司匹林 １００ｍｇꎬ１ 次 /天ꎬ长期服用ꎻ长期服用

他汀类调脂药物ꎮ 糖尿病患者以饮食治疗或 /和药

物治疗控制血糖ꎮ
５. 冠状动脉内支架术:按 ＡＣＣ / ＡＨＡ 冠状动脉

造影指南ꎬ用美国 ＧＥ 心血管造影机ꎬ经股动脉或桡

动脉多部位选择性造影ꎮ 冠状动脉内支架术手术成

功:残余狭窄 < ２０％ ꎬ心肌梗死溶栓研究(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ｍ￣
ｂｏ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ꎬ ＴＩＭＩ) ＴＩＭＩ)３ 级血

流ꎮ 所有患者均因血管严重狭窄行 ＰＣＩꎮ 冠状动脉

造影及 ＰＣＩ 术后影像结果评估分别由三名以上副主

任医师独立判定ꎮ
６. 实验室检查:两组患者均在入院次日清晨、

ＰＣＩ 术后 ２４ 小时抽取静脉血检测血清 ＰＴ、ＤＤ、ＦＢＧ
和 ＰＡＩ￣１ꎮ ＰＴ、 ＤＤ、 ＦＢＧ 和 ＰＡＩ￣１ꎮ 采用 Ｂｅｃｋ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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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ｌｔｅｒ 公司 ＡＣＬ￣３０００ｐｌｕｓ 凝血仪ꎬ测定 ＰＴ、 ＤＤ、
ＦＢＧꎬ比浊法测定血清 ＰＴꎬＥＬＩＳＡ 法测定血清 Ｄ 二

聚体、ＦＢＧ 和 ＰＡＩ￣１ꎮ
７. 主要临床终点:院内和术后 ３０ 天内主要心

血管事件(ＭＡＣＥ)发生率ꎬ包括:心肌梗死、靶血管

再次血运重建和死亡ꎮ 靶血管 ＴＩＭＩ 分级:０ 级无

血流灌注ꎬ闭塞血管远端无血流ꎻ１ 级部分造影剂

通过ꎬ冠状动脉狭窄的远端不能完全充盈ꎻ２ 级冠

状动脉狭窄的远端可以完全充盈ꎬ但显影慢ꎬ造影

剂消除慢ꎻ３ 级冠状动脉远端完全而且迅速充盈与

消除ꎬ与正常冠状动脉相同ꎮ 靶血管的 ＴＩＭＩ 心肌

灌注 ( ＴＩＭＩ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ꎬ ＴＭＰＧ) 分

级ꎬ０ 级无心肌显影或造影剂密度ꎻ１ 级有少许心

肌显影或或造影剂密度ꎻ２ 级有中度心肌显影或或

造影剂密度ꎬ但不及同侧或对侧非梗死相关动脉

造影时心肌显影或造影剂密度ꎬ心肌部分灌注ꎻ３
级正常心肌显影或或造影剂密度ꎬ与同侧或对侧

非梗死相关动脉造影时心肌显影或或造影剂密度

相当ꎬ心肌完全再灌注ꎮ
８. 出血事件:出血定义:ＴＩＭＩ 大出血定义为颅

内出血或临床明显的出血征象ꎬ伴随血红蛋白浓度

下降 > ５０ ｇ / Ｌ(或红细胞压积下降 > １５％ )ꎮ ＴＩＭＩ
少量出血定义为临床明显的出血征象ꎬ伴随血红蛋

白浓度下降 ３０ ~ ５０ ｇ / Ｌ(或红细胞压积下降 ９％ ~
１５％ )ꎬ但未达到大出血的标准ꎮ 非 ＴＩＭＩ 出血定义

为临床明显的出血征象ꎬ伴随血红蛋白浓度下降 <
３０ ｇ / Ｌ(或红细胞压积下降 < ９％ )ꎬ但未达到大出血

和少量出血的标准ꎮ

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计算数据ꎬ
计量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分别进行 ｔ 检验ꎬ计
数数据以百分数表示分别进行 χ２ 检验ꎬ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基线指标比较:两组之间年龄、性别、吸烟、糖
尿病、高血压、脑卒中、高脂血症、陈旧性心肌梗死

史、既往血运重建史(ＰＣＩ 史和冠状动脉搭桥史)及
早发冠心病家族史比例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ꎮ

２. 凝血纤溶系统血清学结果比较:两组之间术

前和术后 ２４ 小时血清 ＰＴ、ＤＤ 及 ＦＢＧ 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两组患者术后血清 ＰＡＩ￣１
水平均低于术前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ꎻ且
上游组术后血清 ＰＡＩ￣１ 水平显著低于下游组(Ｐ ＝
０ ０２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２)ꎮ

３. 临床结果比较:两组患者院内和术后 ３０ 天随

访均未见 ＭＡＣＥ 事件ꎮ 两组之间术前靶血管的 ＴＩ￣
ＭＩ 分级、术前 ＴＭＰＧ 分级和术后 ＴＩＭＩ 分级未见明

显差异ꎮ 上游组术后靶血管的 ＴＭＰＧ 分级 < ３(包
括 ０ꎬ１ꎬ２ 级)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２３)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３)ꎮ

４. 出血事件比较:上游组出血 ５ 例(３ 例牙龈出

血ꎬ１ 例皮肤出血ꎬ１ 例泌尿系统出血)ꎬ下游组 ５ 例

(３ 例牙龈出血ꎬ１ 例皮肤出血ꎬ１ 例股动脉伤口血

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８６０)ꎮ 两组均为非

ＴＩＭＩ 出血ꎬ未见 ＴＩＭＩ 大出血ꎮ 替罗非班减量或停

用后上述出血消失ꎬ没有严重出血事件发生ꎮ

表 １　 基线指标比较[ｎ(％ )]
项目 男性 年龄(岁) 吸烟 糖尿病 高血压 家族史 高脂血症 脑卒中 心肌梗死史 血运重建史

上游组(ｎ ＝ ３８) ２６(６８ ４) ５４ ７ ± １４ ７ １６(５０ ０) ９(２３ ７) ２４(６３ ２) ２(５ ３) １２(３１ ６) ６(１５ ８) ５(１３ ２) ３(７ ９)
下游组(ｎ ＝ ４２) ３０(７１ ４) ５８ ８ ± １０ ８ １７(４０ ５) １０(２３ ８) ３０(７１ ４) ２(４ ８) １１(２２ ９) ９(２１ ４) ７(１６ ７) ４(９ ５)

Ｐ 值 ０ ５８７ ０ ２３５ ０ ８８２ ０ ８７４ ０ ４３０ ０ ９１９ ０ ５９５ ０ ５１９ ０ ６６１ ０ ７９７

表 ２　 凝血纤溶系统血清学结果比较(ｘ ± ｓ)

项目
ＰＴ / Ｓ ＦＢＧ / (ｇ / Ｌ) ＤＤ / (ｕｇ / Ｌ) ＰＡＩ￣１ / (ｎｇ / Ｌ)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上游组(ｎ ＝３８) １１ ２ ± ０ ８ １１ １ ± ０ ６ ３ ８ ± ０ ９ ３ ５ ± ０ ７ １３０ １ ± ７８ １ ９８ ４ ± ５１ ７ １１ ８ ± ３ ２ ９ ７ ± ２ ７
下游组(ｎ ＝４２) １１ １ ± ０ ７ １１ １ ± ０ ８ ３ ６ ± １ ８ ３ ９ ± ０ ５ １００ ９ ± ５６ ８ １１４ ２ ± ４９ ２ １１ ０ ± １ １ １０ １ ± １ ６

Ｐ 值 ０ ４８８ ０ ６７１ ０ ６６９ ０ ３６１ ０ ０９２ ０ ８７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３９

表 ３　 靶血管￣ＴＩＭＩ 分级和 ＴＭＰＧ 分级情况比较[ｎ(％ )]

组别
靶血管术前 ＴＩＭＩ 分级 靶血管术前 ＴＭＰＧ 分级 靶血管术后 ＴＩＭＩ 分级 靶血管术后 ＴＭＰＧ 分级

< ３ ３ < ３ ３ < ３ ３ < ３ ３
上游组(ｎ ＝ ３８) １１(２８ ９) ２７(７１ １) １５(３９ ５) ２３(６０ ５) ０(０) ３８(１００) ３(７ ９) ３５(９２ １)
下游组(ｎ ＝ ４２) ８(１９ ０) ３４(８１ ０) １３(３１ ０) ２９(６９ ０) １(２ ４) ４１(９７ ６) １２(２８ ６) ３４(７１ ４)

Ｐ 值 ０ ２９９ ０ ４２５ １ ０００ ０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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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血小板的过度活化兴奋激发了血小板的异常

聚集、易损斑块的破裂和血栓的急性形成ꎬ诱发

ＡＣＳ 患者急性事件的出现[６] ꎬ而纤溶系统失衡是

参与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ＰＡＩ￣１ 是纤溶系统的

重要抑制因子ꎬ可同时抑制尿激酶型和组织型纤

溶酶原激活物活性ꎮ ＰＡＩ￣１ 活性增加能够抑制局

部纤溶酶的产生ꎬ使得体内内源性纤溶活性减低ꎬ
清除率下降ꎬ纤维蛋白沉淀进程加速ꎻ同时促进斑

块金属基质酶表达过度ꎬ细胞外基质降解障碍ꎬ调
动了异常的平滑肌细胞迁移和增值ꎬ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硬度下降ꎬ斑块体积增大[７] ꎬ从而加剧斑块

破裂和血栓形成ꎮ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ꎬ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的血 ＰＡＩ￣１ 水平明显升高ꎻ并且该指标升

高还预示着再发心血管恶性事件危险性明显上

升ꎬ原因可能是与增加胰岛素抵抗有关[８] ꎮ ＰＡＩ￣１
对冠心病的诊断、分型、危险分层、预后及 ＰＣＩ 术

后支架内再狭窄的预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９￣１０] ꎮ
国内有报道老年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联合使用纤

溶酶和替罗非班ꎬＰＣＩ 术后血清纤溶酶原、α２￣纤溶

酶抑制物、ＰＡＩ￣１ 活性明显下降ꎬ而组织型纤溶酶

原激活物( ｔｉｓｓｕｅ 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ꎬ ｔ￣ＰＡ) 活性

明显升高ꎬ这提示药物发挥了降解血浆纤维蛋白

和凝血因子的作用ꎬ利于血液低凝状态的形成ꎬ减
轻血栓形成[１１] ꎮ ＮＳＴＡＣＳ 患者接受 ＰＣＩ 后使用替

罗非班可以明显降低血清血小板质膜糖蛋白表位

ＰＡＣ￣１、血小板活化依赖性颗粒表面膜蛋白 ＣＤ６２ｐ
的数量ꎬ通过减轻血小板活化度ꎬ弱化血小板活化

反应强度ꎬ提高患者术后 ６ 个月的无终点事件生

存率[１２] ꎮ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中高危的 ＮＳＴＡＣＳ
患者ꎬ不论是 ＰＣＩ 术前还是在导管室内输注了替

罗非班ꎬ患者术后血清 ＰＡＩ￣１ 水平均低于基线水平

(Ｐ < ０ ０５)ꎬ而且上游组术后血清 ＰＡＩ￣１ 水平显著

低于下游组(Ｐ ＝ ０ ０３９)ꎻ尽管只是区分了使用替

罗非班的时机ꎬ与下游组比较ꎬ上游应用替罗非班

可以使患者靶血管术后 ＴＭＰＧ 分级 < ３ 的比例明

显减低(Ｐ ＝ ０ ０２３)ꎮ 本研究结果与 ＥＶＥＲＥＳＴ 试

验[１]的研究结果类似ꎬ后者还发现上游应用低起

始剂量替罗非班能够降低高危非 ＳＴ 段抬高 ＡＣＳ
患者术后血肌钙蛋白的最高值和升高幅度ꎬ改善

了心肌组织灌注ꎬ减少了心肌损伤ꎮ 本研究提示

在接受 ＰＣＩ 治疗的中高危 ＮＳＴＡＣＳ 患者中ꎬ替罗非

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升高的血清 ＰＡＩ￣１ 水平ꎬ

促进纤溶作用ꎬ改善高血栓激惹状态ꎬ与其强大的

抗血小板聚集能力相配合ꎬ部分改善靶血管的血

流灌注ꎬ为达到良好的临床远期效果创造了可能ꎬ
导管室上游阶段即开始使用或可能效果更优ꎮ 由

于例数较少ꎬ本研究也没有能够进行亚组讨论ꎬ比
如是否合并 ２ 型糖尿病、是否基线血清心肌标志

物水平阳性、是否存在心电图 ＳＴ 段明显压低ꎮ 而

对这些亚组分型患者的研究可能提供更具体的数

据来说明替罗非班在抑制纤溶系统失调方面的

作用ꎮ
另外ꎬ出血是替罗非班最主要不良反应之一ꎬ轻

微出血率为 ８ １％ 、大出血率为 ２ ３％ [１３]ꎬ即使在高

龄老人中使用也是安全的[１４]ꎮ 不论与普通肝素合

用还是与依诺肝素合用ꎬ其安全性(出血和血小板

减少)是可靠的[１５]ꎮ 本研究中患者凝血系统指标

ＰＴ、ＤＤ、ＦＢＧ 均未见异常ꎬ出血事件也没有明显增

加ꎬ再次说明替罗非班安全可靠ꎮ 但是一些大型临

床研究发现ꎬ替罗非班可以明显降低 ＮＳＴＡＣＳ 患者

术后 ３０ 天心血管不良事件ꎬ但是以主要出血事件的

风险增加为代价的[１ꎬ２]ꎮ 本研究对象偏少ꎬ临床观

察时间有限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综上所述ꎬ替罗非班可通过调节纤溶系统ꎬ改善

接受 ＰＣＩ 治疗的中高危 ＮＳＴＳＣＡ 患者血栓高负荷状

态ꎬ部分改善靶血管的血流灌注ꎬ导管室上游应用效

果或更显著ꎬ且未见明显增加出血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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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心脏外膜脂肪体积及局部炎症因子水平
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易损性的相关性

杜文涛　 白 净　 智 华

　 　 [摘要] 　 目的: 观察冠心病患者心脏外膜脂肪体积(ＥＡＴＶ)及局部的炎症因子水平ꎬ并分析其与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易损性的关系ꎮ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在胸外科行外科手术的患

者 １１３ 例ꎬ其中冠心病患者 ６７ 例ꎬ其余 ４６ 例为心脏瓣膜病患者ꎮ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双源 ＣＴ 检测 ＥＡＴＶ
及斑块的性质ꎬ术中取心脏外膜脂肪及胸腔脂肪ꎬ比较两组患者不同部位脂肪中局部炎症因子基质金属

蛋白酶 ＭＭＰ￣２ 的水平ꎬ并通过 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局部磷脂酶 Ａ２ 水平ꎮ 再对血管正性重构的临床指标进行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冠心病组患者的身体质量指数(ＢＭＩ)、ＬＤＬ￣Ｃ、吸烟人数、高血压人数、
ＥＡＴＶ、局部 ＭＭＰ￣２ ｍＲＮＡ 和蛋白表达水平、磷脂酶 Ａ２ 水平、血管正性重构数均明显高于瓣膜病组ꎮ 再

对冠心病组患者中有无血管正性重构进行单因素分析ꎬ结果发现:体质量指数、高血压人数、ＬＤＬ￣Ｃ、
ＥＡＴＶ、纤维斑块体积及钙化斑块体积均存在差异(Ｐ < ０ ０５)ꎮ 再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ＥＡＴＶ、
心外膜脂肪分泌的炎症因子、高血压是发生正性重构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结论:ＥＡＴＶ、心外膜脂肪分泌的

炎症因子是发生斑块易损性的独立危险因素ꎬ有别于其他传统危险因素ꎮ 早期对心外膜脂肪体积以及

炎症因子水平进行控制ꎬ有助于增加斑块的稳定性ꎮ
[关键词] 　 动脉粥样硬化ꎻ基质金属蛋白酶ꎻ磷脂酶ꎻ心外膜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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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ｐｌａｑ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１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ｔｏ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６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Ｄ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４６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ｖａｌ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ｖａｌｖ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ＥＡＴＶ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ｑｕｅ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ｄｕａｌ￣ｓｏｕｒｃｅ ＣＴ. Ｔｈｅｎꎬ ｅｐｉｃａｒｄｉ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ＥＡＴ)ａｎｄ ｉｎ￣
ｔｒａ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ＴＡＴ)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ＭＭＰ￣２ ｍＲＮ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
ｅｌ ｂｙ ＲＴ￣ＰＣＲ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ＬＩＳＡ.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ｔｈｅ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ＥＡＴＶꎬ ｌｏｃａｌ ＭＭＰ￣２ ｍＲＮ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 Ａ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Ｄ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ｖａｌｖ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ｗｅ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ＣＨＤ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ｉｇｈ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ＥＡＴＶꎬ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ｐｌａｑｕｅ ｖｏｌ￣
ｕｍ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ｆｉｅｄ ｐｌａｑｕ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ｎꎬ Ｌｏｇｏ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ＡＴＶ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ｅｃｒｅｔｅｄ ｅｐｉ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ａｔꎬ ｈｉｇｈ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ＴＶ ａｎｄ ｅｐｉ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ａｔ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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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Ｄ)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ＡＴＶ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ｅｃｒｅｔｅｄ ｂｙ ｅｐｉ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ｌａｑｕｅ ｖｕｌ￣
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ａｒｌ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ｐｉ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ａ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ｈｅｌｐ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ｑｕ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ꎻ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ꎻ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ꎻ Ｅｐｉｃａｒｄｉａｌ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冠心病是由各种原因导致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

化ꎬ进行性造成冠状动脉狭窄或阻塞ꎬ临床上尤以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患者常见[１]ꎮ 心脏外膜脂

肪组织沉积于心脏及冠状动脉周围ꎬ本身含有单核

细胞、巨噬细胞ꎬ能够以旁分泌方式产生炎症细胞及

炎症因子ꎬ在内皮沉积ꎬ斑块形成中有重要的作

用[２￣３]ꎮ 炎症因子作为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介质ꎬ同样对冠心病起促进作用ꎮ 其中ꎬ磷脂酶

Ａ２ 及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２(ＭＭＰ￣２)是体内常见

的炎症介质ꎬ与冠心病密切相关[４]ꎮ 本文通过测定

心脏外膜脂肪体积(ＥＡＴＶ)、局部磷脂酶 Ａ２ 水平及

ＭＭＰ￣２ 浓度ꎬ研究其与冠心病患者斑块易损性的相

关性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收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在胸外科行外科手术的患者 １１３ 例ꎬ其中因多支

血管病变需行冠状动脉移植术的冠心病患者 ６７ 例

(冠心病组)ꎬ其余 ４６ 例患者已排外冠心病ꎬ为心脏

瓣膜病患者(瓣膜病组)ꎮ 排除标准:①经评估身体

状况不能耐受手术ꎻ②合并有其他系统严重疾病ꎻ③
合并有系统性炎症反应ꎮ 所有患者均签署手术知情

同意书ꎬ且本研究上报 ＸＸＸ 医院伦理委员会并获得

批准ꎮ
２. 临床资料的收集　 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

资料ꎬ包括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等ꎻ血生化

指标ꎬ包括空腹血糖、ＴＣ、ＴＧ、ＬＤＬ￣Ｃ 及 ＨＤＬ￣Ｃ 等ꎮ
心脏外膜脂肪通过手术中切取前室间沟脂肪获取ꎬ
胸腔脂肪通过切取心包外胸腔内脂肪获取ꎮ

３. ＥＡＴＶ 测定及斑块的测量　 所有患者均接受

我院 ６４ 排双源 ＣＴ(德国西门子)检测ꎬ通过 Ｖｏｌｕｍｅｒ
软件测量 ＥＡＴＶ 值ꎮ 所有患者测量前 ５ ~ １０ 分钟静

脉注射碘造影剂ꎬ并口服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ꎬ美
托洛尔片控制心率在 ６０ 次左右ꎮ 以 － ２５０ ~
－ ３０ＨＵ的 ＣＴ 测量值为脂肪组织[５￣６]ꎬ选取心包横窦

中点左肺动脉起源处开始至左心室心尖部下缘为止

可辨认的心脏纤维膜(即为心外膜边界) [７]ꎬ由 Ｖｏｌ￣
ｕｍｅｒ 软件生成选取区域的脂肪体积(ｃｍ３)ꎮ

再通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软件进行分析ꎮ 根据双源

ＣＴ 结果ꎬ测量狭窄程度最严重血管的斑块ꎮ 每个斑

块选取 ３ 个区域进行测量ꎬ按最小 ＣＴ 值进行分类ꎮ
软斑块:最小 ＣＴ 值在 － ４２ ~ ４７ＨＵꎻ纤维斑块:最小

ＣＴ 值 ６１ ~ １１２ＨＵꎻ钙化斑块:最小 ＣＴ 值 １２６ ~
７３６ＨＵꎮ 血管重构由重构指数来测量ꎮ 动脉重构指

数 ＲＩ ＝病变处血管外弹力膜面积 /参照部位血管面

积ꎮ 若 ＲＩ≥１ 为正性重构(扩张性重构)ꎮ
４. ＲＴ￣ｑＰＣＲ　 组织总 ＲＮＡ 提取和纯化ꎬ取术

中提取的脂肪组织 １００ ｍｇꎬ对其进行匀浆化处理ꎬ
采用 ｔｒｉｚｏｌ 法纯化提取总 ＲＮＡꎬ分光光度计检测

ＲＮＡ 浓度和纯度ꎮ 反转录反应试剂盒和 ＰＣＲ 试剂

盒由 ＴＡＫＡＲＡ 公司提供ꎬ引物由上海捷瑞公司合

成ꎮ 按照反转录试剂盒的说明书反转录合成 ｃＤ￣
ＮＡꎬｃＤＮＡ 为模板ꎬ分别以 ＭＭＰ￣２ 和 β￣ａｃｔｉｎ 进行引

物扩增ꎮ 按下列组成配制 ＰＣＲ 反应液ꎬ２０μＬ 反应

体系中包括 ＳＹＢＲ １０μＬ、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ｒｉｍｅｒ ０ ４μＬ、Ｒｅ￣
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 ０ ４μＬ、 ＲＯＸ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ｙｅ ０ ４μＬ、ｃＤ￣
ＮＡ ２μＬ 和 ｄＨ２Ｏ ６ ８μＬꎬ经 ＡＢＩ７５００ＲＴ￣ｑＰＣＲ 仪行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 染料法荧光定量ꎮ 反应条件 ９５℃ ３０ ｓ
变性ꎬ ９５℃ ５ｓ、６０℃ ３０ｓ 循环 ４０ 次ꎮ 采用 ２ ￣ΔΔＣｔ进行

分析 ＭＭＰ￣２ 的相对表达量ꎬ实验重复 ３ 次ꎮ
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　 按照总蛋白提取试剂盒说

明书(上海贝博)提取组织蛋白ꎬ使用 ＢＣＡ 蛋白定

量试剂盒(上海碧云天)测定蛋白浓度ꎮ 取 ５０μｇ 的

蛋白进行 １０％的聚丙烯酰胺电泳ꎬ电泳完毕将蛋白

转至甲醛浸泡后的 ＰＶＤＦ 膜上ꎮ 用 ５％ 脱脂奶粉￣
ＴＢＳＴ 溶液室温封闭 ２ 小时ꎬ一抗为 ＭＭＰ￣２ 兔抗人

多克隆抗体(１∶ １０００)ꎬ内参为 β￣ａｃｔｉｎ 兔抗人多克隆

抗体(１∶ ２０００)ꎬ二抗为辣根过氧化物酶偶联的羊抗

兔(１∶ ２０００)ꎬ抗体均购买于武汉博士得公司ꎻ采用

ＢＩＯ￣ＲＡＤ 凝胶成像分析进行分析ꎬＩｍａｇｅ Ｊ 测定灰度

值比较 ＭＭＰ￣２ 蛋白表达水平ꎮ
６. 磷脂酶 Ａ２ 活性的检测　 将手术所取脂肪组

织 １ｇ 加入 ２ｍＬ ０. ９％氯化钠液中进行捣碎ꎬ以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的速度离心 １０ｍｉｎꎬ取上清液待测ꎮ 采用组织

磷脂酶 Ａ２ 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上海抚生生物科

技公司)进行 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ꎬ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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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盒说明书进行ꎮ
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进行统计学分

析ꎮ 两组患者间年龄、血生化指标以及炎症因子水

平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ꎻ性
别、吸烟、高血压病史等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ꎮ 对

冠心病患者中发生血管正性重构的危险因素分析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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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后发现ꎬ冠心病患者 ＢＭＩ、ＬＤＬ￣Ｃ、高血压例数、
吸烟、ＥＡＴＶ、正性重构例数明显高于瓣膜病患者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ｘ ± ｓꎬｎ(％ )]

　 　 项目
冠心病组

(ｎ ＝６７)
瓣膜病组

(ｎ ＝４６)
ｔ / χ２ 值 Ｐ 值

男性 ２７(４０ ３) ２５(５４ ３) ２ １７ ０ １４１
年龄 /岁 ５６ ９６ ± ３ ７２ ５６ １４ ± ３ １１ １ ２２９ ０ ２２２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６ ３４ ± ４ １８ ２４ ４７ ± ３ ７９ ２ ４２５ ０ ０１７
空腹血糖 / (ｍｍｏｌ / Ｌ) ６ １４ ± １ ０３ ５ ９７ ± ０ ７８ ０ ９３７ ０ ３４５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８８ ± １ １４ ２ ２４ ± ０ ９７ ３ １１１ ０ ００２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１９ ± ０ ２７ １ ２４ ± ０ ２５ ０ ９９６ ０ ３２１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２１ ± １ ７９ ４ ０８ ± １ ９８ ０ ３６３ ０ ７１７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５４ ± ０ ７１ １ ５０ ± ０ ７７ ０ ２８４ ０ ７７７
高血压 ３７(５５ ２) １４(３０ ４) ６ ７７０ ０ ００９
吸烟 ２９(４３ ３) １０(２１ ７) ５ ６１０ ０ ０１８
ＥＡＴＶ / ｃｍ３ １２８ ０８ ± ４５ ３４ ８４ ２１ ± ２５ ３７ ４ ８９１ ０ ０００
正性重构 ３６(５３ ７) １０(２１ ７) １１ ５７ ０ ００１

　 　 ２. 两组患者中不同部位脂肪组织中 ＭＭＰ￣２
ｍＲＮＡ 的表达比较　 在进行 ＲＴ￣ｑＰＣＲ 后ꎬ对两组患

者不同部位脂肪 ＭＭＰ￣２ ｍＲＮＡ 的表达进行比较ꎬ结
果发现:冠心病患者心脏外膜脂肪局部 ＭＭＰ￣２ ｍＲ￣
ＮＡ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瓣膜病患者(Ｐ < ０ ０５)ꎬ而胸

腔脂肪 ＭＭＰ￣２ 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图 １)ꎮ

３. 两组患者中不同部位脂肪组织中 ＭＭＰ￣２ 蛋

白的表达比较　 在提取脂肪组织中 ＭＭＰ￣２ 蛋白后ꎬ
比较两组患者蛋白的表达量ꎬ结果发现:冠心病患者

心外膜脂肪中局部 ＭＭＰ￣２ 蛋白的表达量显著高于

瓣膜病组(Ｐ < ０ ０５)ꎬ而两组患者胸腔内脂肪 ＭＭＰ￣
２ 蛋白表达水平ꎬ无明显差异(Ｐ > ０ ０５ꎬ图 ２)ꎮ

４. 两组患者不同部位脂肪组织中磷脂酶 Ａ２ 水

平的比较 　 通过 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脂肪组织中局部磷

脂酶 Ａ２ 水平ꎬ结果发现:冠心病患者心外膜脂肪中

局部磷脂酶 Ａ２ 水平显著高于瓣膜病组(Ｐ < ０ ０５)ꎬ

图 １　 两组不同部位脂肪组织中 ＭＭＰ￣２ ｍＲＮＡ 的表达比

较　 注:两组相比ꎬ∗Ｐ < ０ ０５

图 ２　 两组不同部位脂肪组织中 ＭＭＰ￣２ 蛋白的表达比

较　 注:两组相比ꎬ∗Ｐ < ０ ０５

而两组患者胸腔内磷脂酶 Ａ２ 水平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ꎬ图 ３)ꎮ

图 ３　 两组不同部位脂肪组织中磷脂酶 Ａ２

水平的比较　 注:两组相比ꎬ∗Ｐ < ０ ０５

５. ＥＡＴＶ、脂肪组织中炎症因子及斑块的性质

进行相关性分析　 先对冠心病患者中是否有血管正

性重构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进行分析ꎬ结果发现:
ＢＭＩ、ＬＤＬ￣Ｃ、高血压例数、ＥＡＴＶ、纤维斑块体积及钙

化斑块体积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２)ꎮ
再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ｏ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ＥＡＴＶ、心外膜脂

肪分泌的炎症因子、高血压是发生正性重构的独立

危险因素ꎮ 并且 ＥＡＴＶ 及心外膜脂肪分泌的炎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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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冠心病发生正性重构关系较为密切(表 ３)ꎮ

表 ２　 血管正性重构的单因素分析[ｘ ± ｓꎬｎ(％ )]

　 　 因素
正性重构

(ｎ ＝ ３６)
非正性重构

(ｎ ＝ ３１)
ｔ / χ２

值
Ｐ 值

男性 １１(３０ ６) 　 １６(５１ ６) ３ ０７ ０ ０８０
年龄 / 岁 ５６ ２６ ± ３ ５３ ５７ ２４ ± ４ ２１ １ ０３７ ０ ３０４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７ ３１ ± ２ ５１ ２５ ４７ ± ２ ４１ ３ ０４７ ０ ００３
空腹血糖 / (ｍｍｏｌ / Ｌ) ６ ０１ ± ０ ３２ ６ １８ ± ０ ５６ １ ５５２ ０ １２６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５６ ± ０ ６７ ２ １３ ± ０ ７８ １ ８６３ ０ ０１８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２２ ± ０ ３１ １ ３１ ± ０ ２７ １ ２５７ ０ ２１３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３２ ± １ ８２ ４ １１ ± １ ８９ ０ ４６３ ０ ６４５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４６ ± ０ ６２ １ ２７ ± ０ ７８ １ １１０ ０ ２７１
高血压 ２５(６９ ４) １２(３８ ７) ６ ３６ ０ ０１２
吸烟 １４(３８ ９) １５(４８ ４) ０ ６１ ０ ４３５
ＥＡＴＶ / ｃｍ３ １５４ ３２ ± ３７. ２７　 １１７ ３３ ± ２７. ９２ ４ ５３６ ０ ０００
软斑块体积 / μｍ３ １５ ７９ ± ８. ７４ １６ １４ ± ７. ２７ ０ １７６ ０ ８６０
纤维斑块体积 / μｍ３ １６ ２８ ± ７. ９２ ２１ １１ ± ８. ２６ ２ ４４０ ０ ０１７
钙化斑块体积 / μｍ３ ３１ ７４ ± ９. ２６ ６２ ９２ ± ７. ７４ １４ ８１１ ０ ０００

表 ３　 血管正性重构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结果

　 　 因素 ＯＲ ９５％ ＣＩ Ｐ 值

ＢＭＩ １ ３２ ０ ９７ ~ １ ７９ ０ ０７
高血压 １ ４８ １ １２ ~ １ ５１ ０ ０４
ＬＤＬ￣Ｃ １ ２６ ０ ８５ ~ １ ６５ ０ １１
ＥＡＴＶ ３ ３６ ２ ７５ ~ ４ ３３ ０ ００１
纤维斑块体积 １ ０４ ０ ７５ ~ １ ２７ ０ ０８
钙化斑块体积 １ １３ ０ ８３ ~ １ ３４ ０ １６
ＭＭＰ ２ ７８ １ ９３ ~ ３ ７９ ０ ００１
磷脂酶 Ａ２ ２ ９１ ２ １４ ~ ４ ０３ ０ ００１

讨　 论

动脉粥样硬化常由于内膜的损害ꎬ脂质在破损

处沉积ꎬ是的管壁逐渐变厚ꎬ进而失去正常血管弹

性ꎬ导致血管狭窄ꎮ 在进展中常合并有多种病变ꎬ包
括脂质积聚、内膜增生、斑块纤维化或钙化ꎬ并伴有

动脉中层弹性减退ꎬ继而发生斑块破裂、出现及血栓

形成[８￣９]ꎮ
心外膜下脂肪作为更靠近心脏的内脏脂肪ꎬ能

够通过多种方式对心脏结构、组织产生影响ꎮ 国内

外均有研究发现[１０￣１１]ꎬＥＡＴＶ 与冠心病发生及狭窄

程度具有重要的关系ꎬ且增加临床心血管事件ꎮ
ＥＡＴＶ 通过炎症介质发挥一定的作用ꎬ使冠状动脉

内膜逐渐增厚ꎬ介导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ꎮ
在冠心病患者中ꎬ斑块的易损性也是斑块破裂、

出血进而引起心血管事件的重要机制[１２]ꎮ 目前较

少 ＥＡＴＶ 及分泌的炎症介质与斑块易损性的研究ꎮ
本研究发现ꎬ冠心病患者的 ＥＡＴＶ 及其分泌的炎症

因子 ＭＭＰ￣２、磷脂酶 Ａ２ 均高于瓣膜病组ꎬ并且

ＥＡＴＶ 及其局部炎症因子 ＭＭＰ￣２、磷脂酶 Ａ２ 是发生

血管重构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血管重构是血管对管内

压力、生长因子、血管活性物质等作用后ꎬ产生内皮

细胞的增生、炎症细胞聚集及细胞外基质的降解ꎬ并
且是动脉粥样硬化管腔面积的重要因素ꎮ 巨噬细胞

可产生 ＭＭＰꎬ当血管重构导致内皮增生和基质降解

后ꎬ大量巨噬细胞积聚ꎬＭＭＰｓ 明显增加ꎬ继之促进

血管生成因子的增加[１３]ꎮ 其中ꎬＭＭＰ￣２ 能够促进细

胞外基质的降解ꎬ在斑块形成后ꎬ促进血管内平滑肌

的增生和迁移[１４]ꎮ ＭＭＰ￣２ 降解细胞外基质后ꎬ炎症

因子和内皮下新生血管更容易进入血管内膜ꎬ促使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易损性增加[１５]ꎮ 此外ꎬ磷脂酶

Ａ２ 在血液循环中常与 ＬＤＬ￣Ｃ 结合ꎬ能够水解内皮下

氧化低密度脂蛋白ꎬ产生游离溶血卵磷脂和氧化型

游离脂肪酸ꎬ进一步损伤血管内皮ꎬ诱导循环中单核

细胞向内膜不断聚集ꎬ进而生成巨噬细胞ꎮ 巨噬细

胞又能够在吞噬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后成为泡沫细

胞ꎬ后者能够增加斑块的不稳定性[１６]ꎮ 除此之外ꎬ
磷脂酶 Ａ２ 还能增强 ＬＤＬ￣Ｃ 与 ＭＭＰｓ 的结合ꎬ并增

强其基质降解作用ꎮ 最终导致冠心病的发生ꎮ
国外有临床试验证实[１７]ꎬ高血压与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具有明显相关性ꎮ 提示高血压能够使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性增加ꎮ 本研究同样发

现ꎬ高血压是血管正性重构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高血

压在发生发展过程中ꎬ由于压力对内膜机械性压力ꎬ
以及体内各种神经体液因子对血管的作用ꎮ 斑块易

损性增加ꎬ继而发生斑块破裂、出血或血栓形成ꎬ进
一步导致心肌的缺血或梗死ꎮ 此外ꎬ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等[１８]

的研究结果提示:心外膜脂肪中炎症和新生血管的

生成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虽

然本研究中提示炎症因子水平是发生血管重构的的

独立危险因素ꎬ但是并未取心外膜脂肪进行病理观

察其新生血管ꎬ未得出相关结果ꎬ有待进一步的

探索ꎮ
本研究尚有一定缺陷性ꎬ作为小样本量的研究

实验ꎬ其结果尚缺乏一定说服力ꎮ 其次ꎬ观察斑块性

质采用的双源 ＣＴꎬ由于血管内超声( ＩＶＵＳ) 对设备

及人员要求较高且经济费用高ꎬ开展尚有一定困难ꎮ
综上ꎬ本研究发现ꎬ冠心病患者心脏外膜脂肪中

分泌的局部炎症因子高于非冠心病患者ꎬ通过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ＥＡＴＶ、心外膜脂肪分泌的局部

炎症因子、高血压是发生斑块易损性的独立危险因

素ꎮ 临床上早期对这些因素进行预防控制ꎬ有助于

减少临床心血管事件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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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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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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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血小板分布
宽度与急诊冠状动脉介入后心血管不良
事件的关系

陈亚磊　 张东凤　 左惠娟　 吕树铮　 宋现涛

　 　 [摘要] 　 目的:探讨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血小板分布宽度(ＰＤＷ)与接受急诊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远期预后的关系ꎮ 方法:收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发病 １２ 小时内

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ꎬ接受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患者 ８０９ 例ꎮ 根据入院后血常规血小板分布宽度(ＰＤＷ)结果分为两组:组 Ｉ(ＰＤＷ < １５％ ꎬｎ ＝ ６０１)和组

ＩＩ(ＰＤＷ≥１５％ ꎬｎ ＝ ２０８)ꎬ记录两组的基本资料、血液检验结果及造影情况ꎬ采用电话及门诊随诊对患者

进行定期随访ꎬ记录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ＭＡＣＥ)包括:心源性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再发心绞痛ꎮ
结果:平均随访时间(５２ ± ２４)个月ꎬ随访期间心源性死亡 ２６ 例ꎮ 两组在出现症状至 ＰＣＩ 所需时间、ＬＤＬ￣
Ｃ、ＨＤＬ￣Ｃ 及血小板总数(ＰＬ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两组患者 １ 年内 ＭＡＣＥ 发生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两组患者远期随访总 ＭＡＣＥ 发生率(１８％ ｖｓ. ２８ ４％ ꎬＰ ＝ ０ ００１)及心绞痛发生

率(１１％ ｖｓ. １６ ８％ ꎬＰ ＝ ０ ０２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在心源性死亡率、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发生率ꎬ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经调整年龄、高血压史、ＰＤＷ、ＬＤＬ￣Ｃ、ＨＤＬ￣Ｃ 及症状至 ＰＣＩ
时间及出院后规律服用阿司匹林等因素之后ꎬＰＤＷ 可能是 ＳＴＥＭＩ 患者接受急诊 ＰＣＩ 术后远期 ＭＡＣＥ 发

生率的独立预测因子(ＯＲ ＝ １ ０８ꎬ９５％ ＣＩ:１ ０２１ ~１ １４５ꎬＰ ＝ ０ ００８)ꎮ 结论:ＰＤＷ 值增大可能是接受急

诊 ＰＣＩ 治疗 ＳＴＥＭＩ 患者远期 ＭＡＣＥ 的独立预测因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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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ａｃｕｔｅ 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ꎬＳＴＥＭＩ)是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最严重的类型ꎬ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

础上ꎬ由于某种诱因引起不稳定斑块破裂及糜烂ꎬ高
凝物质释放入血ꎬ从而引起血小板黏附、聚集及释放

等一系列血小板活化过程ꎬ导致管腔急性闭塞ꎬ具有

起病急ꎬ进展快ꎬ病死率高的特点[１]ꎮ 目前指南规

定出现症状到诊断明确 １２ｈ 内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应尽

早行再灌注治疗ꎬ急诊 ＰＣＩ 是首选策略[２]ꎮ 血小板

在冠状动脉血栓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ꎬ血小板

参数包括血小板计数(ｐｌａｔｅｌｅｔꎬＰＬＴ)、平均血小板体

积(ｍ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ꎬ ＭＰＶ)以及血小板分布宽

度(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ｄｔｈꎬＰＤＷ)ꎮ ＰＤＷ 作为急

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新的危险因素引起越来越多的关

注ꎬＰＤＷ 反应血小板体积的离散程度ꎬＰＤＷ 增高表

示血小板体积悬殊较大ꎬ血小板活化程度较高ꎮ 有

研究证实在反应血小板活化程度方面ꎬＰＤＷ 可能比

ＭＰＶ 提供更多信息[３]ꎮ 本研究主要探讨 ＰＤＷ 与接

受急诊 ＰＣＩ 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远期预后的关系ꎬ有助于

早期识别影响 ＳＴＥＭＩ 预后的危险因素及指导治疗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收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发病后 １２ｈ 内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

贞医院ꎬ接受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 ９５０ 例ꎬ排除入院后未行血

小板参数检测者、未留下可用联系方式者、电话更改

及拒绝随访ꎬ总共 １４１ 例ꎮ 最终纳入研究共 ８０９ 例ꎬ
其中男性 ６７４ 例ꎬ女性 １３５ 例ꎬ平均年龄( ５６ ８７ ±
１１ ３４)岁. 纳入标准:符合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

死诊断标准[４]:典型缺血性胸痛时间≥３０ ｍｉｎ 持续

不缓解ꎻ相邻 ２ 个或 ２ 个以上导联 ＳＴ 段抬高ꎬ肢体

导联≥０ １ ｍＶꎬ胸导联≥０ ２ ｍＶꎻ血清酶学超过正

常上限的 ２ 倍ꎬ并具有动态演变过程ꎻ１２ ｈ 内行急诊

ＰＣＩ 治疗成功者ꎮ 排除标准:近期有出血倾向、重大

手术史、外伤病史等抗凝禁忌以及对阿司匹林过敏

者ꎬ既往冠状动脉搭桥术及心脏移植术ꎬ严重肝功

能、肾功能损伤ꎬ晚期肿瘤患者ꎬ８０ 岁以上老年患

者ꎬ入院后未行血小板参数检测者ꎬ排除未留下可用

联系方式者ꎮ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方法ꎬ收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入选 ８０９ 例接受急诊

ＰＣＩ 治疗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ꎬ记录基本信息及临床资料ꎬ
通过门诊随诊及电话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ꎬ随访周

期:１ ~１０６ 个月ꎬ平均(５２ ± ２４)个月ꎮ 记录患者出

院后到随访日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及治疗方案ꎮ
３. 结局变量描述　 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ｖｅｎｔꎬＭＡＣＥ ):包括心源性死亡、非
致死性再发心肌梗死、再发心绞痛ꎮ 非致死性再发

心肌梗死:再发胸痛或胸闷不适、连续的心电图演

变、心肌标志物的动态演变ꎮ 再发心绞痛:典型心绞

痛症状 ＋ 心电图变化ꎻ心绞痛症状 ＋ 冠状动脉

ＣＴＡ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明确诊断ꎮ
４. 血小板分布宽度分组依据确定 　 根据本研

究结局变量ꎬ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ＯＣ 曲线)
特异性与敏感性的关系ꎬ结合临床专业知识ꎬ权衡漏

诊率与误诊率ꎬ确定预测主要终点的 ＰＤＷ 最佳临

界值为 １５％ ꎮ ＰＤＷ 预测 ＳＴＥＭＩ 发生终点事件的

ＲＯＣ 曲线面积 ( ０ ５６ꎬ ９５％ ＣＩ: ０ ５１ ~ ０ ６１ꎬ Ｐ ＝
０ ０１２)ꎬ最佳临界值为 １５％ ꎬ灵敏度 ０ ３３３ꎬ特异度

０ ７８ꎮ 定义组 Ｉ:ＰＤＷ <１５％ ꎬ组 ＩＩ:ＰＤＷ≥１５％ ꎮ
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统计

软件处理ꎮ 所有计量资料行正态分布检验ꎬ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间比较用独

立样本 ｔ 检验ꎬ不符合正态分布连续变量用两独立

样本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ꎻ计数资料用频数及百分

数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ꎻＰＤＷ 对 ＭＡＣＥ 的影

响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ꎻ利用 ＲＯＣ 曲线确定 ＰＤＷ
分组临界值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研究对象基线资料 　 纳入研究对象共 ８０９
例ꎬ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吸烟、既往有无高血压、糖
尿病及血脂异常ꎬ既往 ＭＩ 史的差异无统计学显著

意义ꎮ 出现症状至行 ＰＣＩ 时间、ＬＤＬ￣Ｃ、ＨＤＬ￣Ｃ 及

ＰＬＴ 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ꎬ其他统计指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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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ꎮ

表 １　 患者基线资料[ｘ ± ｓꎬｎ(％ )]

项目 组 Ｉ < １５(ｎ ＝ ６０１) 组 ＩＩ≥１５(ｎ ＝ ２０８)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６ ６８ ± １１ ３２ ５７ ４０ ± １１ ５５ ０ ４３４
男性 ５０１(８３ ４) １７３(８３ ２) ０ ９５
吸烟史 ４１９(６９ ７) １４７(７０ ７) ０ ７９５
高血压史 ３３４(５５ ６) １１３(５４ ３) ０ ７６５
糖尿病史 １３８(２３ ０) ４２(２０ ２) ０ ４０８
血脂异常史 ３５１(５８ ４) １３５(６４ ９) ０ ０９９
既往 ＭＩ 史 ３８(６ ３) １４(６ ７) ０ ８３６
症状至 ＰＣＩ 时间 / ｈ ４ ９５ ± ２ ４５ ４ ５６ ± ２ ４２ ０ ０２９
心肌梗死 Ｋｉｌｌｉｐ 分级

　 Ｉ ４５(７ ４９) ２１(１０ １) ０ ２３６
　 ＩＩ ４９６(８２ ５) １６１(７７ ４) ０ １０３
　 ＩＩＩ ３８(６ ３) １７(８ ２) ０ ３６１
　 ＩＶ １７(２ ８) ９(４ ３) ０ ２９１
血糖 / (ｍｍｏｌ / Ｌ) ８ ０２ ± ２. ５１ ８ ３２ ± ２. ９８ ０ ６１６
血 Ｃｒ / (μｍｏｌ / Ｌ)) ８１ ２６ ± ４９. ４９ ８２ ３７ ± ２５. ７７ ０ ９６６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６４ ± ０. ９３ ４ ６７ ± １. ００ ０ ８８２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７６ ± １. ０２ １ ７４ ± １. ２５ ０ １１４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９６ ± ０. ８０ ３ １８ ± ０. ９２ ０ ００５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０７ ± ０. ２５ ０ ９４ ± ０. ２４ < ０ ００１
ＷＢＣ / ( × １０９ / Ｌ) １１ ００ ± ３. ３１ １１ ２８ ± ３. ４７ ０ ３１７
ＲＢＣ / ( × １０１２ / Ｌ) ４ ５７ ± ０. ５１ ４ ６０ ± ０. ５６ ０ ２６５
Ｈｂ / (ｇ / Ｌ) １３９ ４７ ± １５. ６１ １４０ ８５ ± １７. ０４ ０ ２８３
Ｐｌｔ / ( × １０９ / Ｌ) ２１１ ５２ ± ５３. ８２ １８９ ５７ ± ５２. １１ < ０ ００１
单 / 多支病变 ２７８(４６ ３) ９０(４３ ３) ０ ４５６
２ 支 １９０(３１ ６) ８１(３８ ９) ０ ０５４
３ 支 １３３(２２ １) ３７(１７ ８) ０ １８５

　 　 ２. ＭＡＣＥ 发生情况　 １ 年内 ＭＡＣＥ 发生率组 Ｉ
为 ８ １５％ ꎬ组 ＩＩ 为 ８ ６５％ 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远

期 ＭＡＣＥ 发生率及再发心绞痛发生率ꎬ组 ＩＩ 显著高

于组 Ｉ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心因性死亡、再发非致

死心肌梗死发生率比较ꎬ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ｎ(％ )]

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 组 Ｉ(ｎ ＝ ６０１) 组 ＩＩ(ｎ ＝ ２０８) Ｐ 值

总的心血管不良事件 １０８(１８ ０) ５９(２８ ４) ０ ００１
心源性死亡 １６(２ ７) １０(４ ８) ０ １３０
再发心肌梗死 ３２(５ ３) １７((８ ２) ０ １３８
再发心绞痛 ６６(１１ ０) ３５(１６ ８) ０ ０２８
１ 年内心血管不良事件 ４９(８ ２) １８(８ ７) ０ ８２１

　 　 ３. ＰＤＷ 与 ＳＴＥＭＩ 远期预后的关系　 (１)单因

素分析影响 ＭＡＣＥ 因素 　 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出现

ＭＡＣＥ 分组:即 ＭＡＣＥ( ＋ )及 ＭＡＣＥ(￣)组ꎬ将多项

指标纳入分析ꎬ结果显示:ＭＡＣＥ( ＋ )及 ＭＡＣＥ(￣)
两组患者在高血压病史、ＰＤＷ、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出院

后是否服用阿司匹林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他

研究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３)ꎮ

表 ３　 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与否临床资料比较[ｘ ± ｓꎬｎ(％ )]

影响因素
ＭＡＣＥ 发生组

(ｎ ＝ １６７)
ＭＡＣＥ 未发生组

(ｎ ＝ ６４２)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６ ４８ ± １０ ７２ ５６ ９７ ± １１ ５５ ０ ６２２
男性 １３７(８２ ０) ５３７(８３ ６) ０ ６１９
吸烟史 １１９(７１ ３) ４４７(６９ ６) ０ ６８２
高血压 ９５(５６ ９) ３５２(５４ ８) < ０ ００１
血脂异常 １０３(６１ ７) ３８３(５９ ７) ０ ６３５
症状至 ＰＣＩ 时间 / ｈ ４ ８２ ± ２. ４７ ４ ８６ ± ２. ４４ ０ ８６１
Ｐｌｔ / ( × １０９ / Ｌ) ２０４ ２５ ± ５５. １ ２０６ ３０ ± ５４. ０ ０ ５７４
ＰＤＷ / ％ １３ ９５ ± ３. １６ １３ ２０ ± ２. ７８ ０ ０１１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７３ ± ０. ９３ ４ ６３ ± ０. ９６ ０ ２０７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０４ ± ０. ２６ １ ００ ± ０. ２３ ０ ０１８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３ １５ ± ０. ７９ ２ ９８ ± ０. ８５ ０ ００６
阿司匹林 １３２(７９ ０) ５５１(８５ ８) ０ ０３１
氯吡格雷 １３(７ ８) ５９(９ ２) ０ ８９５
他汀类 １４０(８３ ８) ５６６(８８ ２) ０ １３５

　 　 (２)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将上述危险因素(高
血压史、ＰＤＷ、ＬＤＬ￣Ｃ、ＨＤＬ￣Ｃ、症状至 ＰＣＩ 时间及出

院后是否规律服用阿司匹林)引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

程ꎬＰＤＷ、ＬＤＬ￣Ｃ、出院后规律服用阿司匹林是远期

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 ( 表 ４ )ꎮ

表 ４　 影响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Ｂ Ｓ. Ｅ. Ｗａｌｓ ＲＲ ９５％ＣＩ Ｐ 值

ＰＤ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２９ ７ ０９４ １ ０８１ １ ０２１ ~１ １４５ ０ ００８
ＬＤＬ￣Ｃ ０ ２２５ ０ １０２ ４ ８８５ １ ２５２ １ ０２６ ~１ ５２８ ０ ０２７
阿司匹林 － ０ ４７３ ０ ２２４ ４ ４５５ ０ ６２３ ０ ４０２ ~０ ９６７ ０ ０３５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ＰＤＷ 可能是 ＳＴＥＭＩ 患者急诊 ＰＣＩ
治疗后远期 ＭＡＣＥ 独立预测因子ꎬＰＤＷ 升高组患者

远期 ＭＡＣＥ 发生率显著高于 ＰＤＷ 降低组ꎬ同时规

律服用阿司匹林可以降低远期 ＭＡＣＥ 发生率ꎮ
Ｔｏｍａｓｚ 和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ａ 等[５] 研究表明ꎬ高 ＰＤＷ

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随访 ６ 个月的复合终点事件及

病死率有一定影响ꎬ在该研究未对可能影响患者预

后的心功能分级及病变部位进行比较ꎬ对预后结果

可能造成一定影响ꎮ 本研究中两组之间的心源性病

死率上无显著差异ꎬ可能由于随访时间较长ꎬ导致两

组之间的心源性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ＰＤＷ
不仅影响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发生、发展ꎬ还是影

响其预后的主要危险因素ꎮ Ｋｈａｎｄｅｋａｒ 等[６] 研究发

现ꎬ与稳定型心绞痛及正常人相比ꎬ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患者的 ＰＤＷ 显著升高ꎮ Ｃｅｔｉｎ 等[７] 证实ꎬ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与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相

比ꎬＰＤＷ 明显升高ꎮ 已有部分研究表明ꎬ活化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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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ꎬ但不能作为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８]ꎮ ＰＤＷ 可以

早期诊断血栓栓塞性疾病ꎬ不受血小板膨胀干扰下ꎬ
特异反应血小板活化程度ꎮ 对确诊血小板活化者检

测血小板功能ꎬＰＤＷ 明显升高 [９]ꎮ 体积大的血小板

比体积小的血小板活化程度高ꎬ可以释放活性物质

如 ５￣羟色胺和血栓球蛋白ꎬ促进血小板黏附、聚集ꎬ
最终导致血栓形成[１０]ꎮ ＳＴＥＭＩ 患者接受 ＰＣＩ 治疗

后ꎬ出现无复流患者的 ＰＤＷ 明显高于正常血流组ꎬ
ＰＤＷ 与无复流发生密切相关[１１]ꎮ 无复流组患者

ＰＤＷ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血流组ꎬ提示 ＰＤＷ 升高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机体处于血栓前状态ꎬ诱发或加重

无复流的发生ꎬ严重影响 ＳＴＥＭＩ 预后[１２]ꎮ 血小板

活化常见于血栓形成状态及炎症反应的病理生理机

制中[１３]ꎮ 既往研究表明ꎬ高的 ＰＤＷ 可以诱导骨髓

释放大量血小板ꎬ从而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１４]ꎬ同
时血小板指数与循环中炎症介质有一定的联系ꎬ
ＰＤＷ 反应血小板活化程度ꎬ明显升高的 ＰＤＷ 也可

以提示炎症反应ꎬ并可引起不良心血管事件ꎮ ＰＤＷ
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支架置入术后冠心病患者的不良

心血管事件的发生ꎮ
本研究同时发现ꎬ出院后规律服用阿司匹林ꎬ是

影响远期 ＭＡＣＥ 独立因素ꎬ根据 ＯＲ 值判断 ＰＤＷ 及

ＬＤＬ￣Ｃ 是远期 ＭＡＣＥ 的危险因素ꎬ出院后规律服用

阿司匹林药物是保护因素ꎮ ＰＣＩ 术后规律服用抗血

小板抑制血小板聚集ꎬ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事件的

发生率早已被证实[１５￣１６]ꎮ Ｍａｒｕｃｃｉ 等研究ꎬ通过使

用花生四烯酸、二磷酸腺苷激活剂方法测定血小板

高反应性表明ꎬ高反应性血小板是 ＰＣＩ 治疗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 １２ 个月内ꎬ发生心源性死亡和非致死

性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１７￣１８]ꎮ ＰＣＩ 术前检测血

小板活化程度ꎬ根据 ＰＤＷ 结果调整抗血小板治疗

方案ꎬ可以权衡抗血小板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ꎬ减少

再出血风险ꎬ为个体化抗血小板治疗提供依据ꎬ改善

ＰＣＩ 术后远期预后情况ꎮ 检测血小板活化程度ꎬ评
估再发生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再发心绞痛等高危

因素ꎬ从而进一步调整抗血小板治疗方案ꎬ减少不良

心血管事件发生ꎮ
分析两组基线资料ꎬＰＤＷ 升高组的 ＬＤＣ￣Ｃ 明

显升高ꎬ同时 ＨＤＬ￣Ｃ 降低ꎬ在过去研究中也得到证

实ꎮ 徐文新等[１９]分析苏州市中老年患者血脂情况ꎬ
血脂异常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血小板活化ꎬ血
小板体积变异程度较血脂正常组大ꎮ 研究表明:高
脂血症组 ＰＤＷ、ＭＰＶ 明显高于血脂正常组ꎬ血小板

体积增大概率增加[１７]ꎮ 一些研究发现增加低密度

脂蛋白可以引起血小板在体外聚集ꎬ同时应用他汀

类降脂药可以产生抗血栓形成的作用ꎬ降低血小板

活化程度[２１]ꎮ 血脂异常尤其 ＬＤＬ￣Ｃ 升高者加剧血

小板活化ꎬ对于冠心病高危人群尤其合并血脂异常

者ꎬ应检测注意血小板参数ꎬ尽早预防以降低急性心

肌缺血事件发生[２２￣２３]ꎮ
急诊 ＰＣＩ 时间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ꎮ 该研究

基线资料中ꎬ高 ＰＤＷ 组患者出现症状至 ＰＣＩ 时间早

于低 ＰＤＷ 组ꎮ 临床研究表明ꎬ早期开通梗死相关

动脉能够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左心室重构产生一定

抑制作用ꎬ可以改善左心功能各项指标ꎬ降低了心脏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ꎬ有助于改善预后ꎮ 本研究结果

发现高 ＰＤＷ 组患者的远期 ＭＡＣＥ 事件发生率高于

低 ＰＤＷ 组ꎬ进一步提示高 ＰＤＷ 组患者远期预后

较差ꎮ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ꎬ同时未对患者生

活方式进行干预ꎬ目前尚不能确定生活方式变化对

ＭＡＣＥ 产生的影响ꎮ 其次根据本研究中心临床数据

及既往研究数据ꎬ确定 ＰＤＷ 分组临界值为 １５％ ꎬ但
目前类似研究 ＰＤＷ 分组尚不统一ꎬ需进一步对

ＰＤＷ 分组范围进行完善ꎬ还需大规模的随机对照的

前瞻性研究对影响急诊 ＰＣＩ 治疗 ＳＴＥＭＩ 患者的远

期预后因素进行分析ꎮ
总之ꎬＰＤＷ 可能是急性 ＳＴ 抬高型心肌梗死患

者接受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远期预后的独立

危险因素ꎬ同时也可以为高危人群提供个体化抗血

小板治疗方案提供有力证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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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０５￣１２ 收稿)

书　 讯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ꎬ甘辉立教授主编的«肺动脉栓塞学»一书ꎬ已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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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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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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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医学生ꎮ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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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利用目标基因捕获结合二代测序技术发现
左心室心肌致密化不全 ＭＹＢＰＣ３基因
错义突变

李 然　 郭 俊　 丁文虹　 焦 萌　 李小燕　 王绿娅　 杜 杰

　 　 [摘要] 　 目的:建立目标基因捕获结合第二代测序技术ꎬ对孤立性左心室心肌致密化不全( ＩＶＮＣ)
患者的已知致病基因 ＭＹＢＰＣ３ 进行突变筛查ꎮ 方法:收集 ５ 例 ＩＶＮＣ 患者及一级亲属的超声影像学资

料ꎬ并提取外周血全基因组 ＤＮＡꎬ设计ＭＹＢＰＣ３ 外显子区域特异性捕获探针ꎬ与基因组 ＤＮＡ 文库进行杂

交ꎬ富集目标基因组区域 ＤＮＡ 片段ꎬ利用二代测序技术ꎬ确定突变位点ꎬ并使用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法在其一代

亲属中验证ꎮ 结果:目标基因特异性捕获探针可有效地捕捉并富集基因组 ＤＮＡ 目标靶片段ꎮ 在 ５ 例

ＩＶＮＣ 患者中ꎬ发现 １ 例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杂合非同义突变 ｃ. Ｇ１０００Ａ(ｐ. Ｅ３３４Ｋ)ꎬ该突变位于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

第 １３ 外显子中ꎬ测序深度 ２４９ ６５ꎮ 经过数据分析与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验证后ꎬ父亲发现此突变位点ꎬ母亲未发

现提示突变的父亲的遗传ꎮ 结论:本研究所建立的 ＧｅｎＣａｐ 目标基因捕获测序技术结合二代测序技术成

功发现了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突变ꎮ
[关键词] 　 孤立性左心室心肌致密化不全ꎻ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ꎻ目标基因捕获技术ꎻ二代测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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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ｎｏ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ꎻ ＭＹＢＰＣ３ꎻ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ꎻ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心肌致密化不全又称孤立性左心室心肌致密化

不全 (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ｏ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ꎬ ＩＶＮＣ)ꎬ是
以心室肌肌小梁异常增多为病理特点的心肌病ꎬ最
早在非心源性猝死者尸检中发现ꎬ心肌肌小梁增多ꎬ
海绵样心肌[１]ꎮ 常合并心律失常ꎬ心力衰竭ꎬ血栓

栓塞ꎬ猝死等不可预见的风险ꎮ 虽缺乏 ＩＶＮＣ 的超

声金标准ꎬ但是 Ｊｅｎｎｉ 超声诊断标准诊断心肌致密

化不全应用较广泛[２]ꎮ 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日益

成熟ꎬ近年来对其遗传学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

视ꎬＬＶＮＣ 的基因突变研究有大量的报道ꎮ 目前已

报道和心肌致密化不全有关的基因有多种ꎬ其中包

括 ＡＴＣＴ[３]ꎬ ＭＹＢＰＣ３[４]ꎬ ＰＲＤＭ１６[５]ꎬ ＤＴＮＡ[６]ꎬ
ＴＮＮＴ２[７]ꎬ ＭＹＨ７[７￣８]ꎬ ＺＡＳＰ[９]ꎬ ＭＩＢ１[１０]ꎬ ＴＰＭ１[１１]

等ꎮ 另外报道也包括与离子通道病相关的基因突变

如 ＳＣＮ５Ａ[１２]ꎬＫＣＮＱ１[１３]ꎬＫＣＮＪ２[１２￣１３]ꎬＫＣＮＨ２[１３￣１４]ꎬ
ＲＹＲ２ 等ꎮ

既往研究表明ꎬ肥厚性心肌病(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
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ꎬＨＣＭ)ꎬ左心室心肌致密化不全ꎬ扩张

性心肌病(ｄｉａｌａｔ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ꎬＤＣＭ)等疾病都

曾报道与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突变有关[１６]ꎮ 突变位点可

随机分布在整个基因中ꎬ并无明确的热点突变ꎮ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由 ２１ ０００ 个编码 ７ ０００ 余个氨基酸的

核苷酸组成ꎬ其中包含 ３５ 个外显子ꎬ其中ꎬ每 ２ 个外

显子之间的距离非常小ꎬ最小的仅有 ３ 个碱基

对 [１７]ꎬ其中ꎬ第一个外显子并不编码蛋白质ꎮ ＭＹＢ￣
ＰＣ３ 的主要生理功能是编码心脏肌球蛋白结合蛋白

３(ｃａｒｄｉａｃ ｍｙｏｓ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３ꎬ ｃＭｙＢＰ￣Ｃ)ꎮ 已

报道的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致病突变包括 ４８１ 种(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ｂｉ.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ｓｎｐ / ? ｔｅｒｍ ＝ ＭＹＢＰＣ３ )ꎮ
本文报道一例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突变的 ＬＶＮＣ 病例并

对基因检测方法进行探讨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根据 Ｊｅｎｎｉ 标准[２ꎬ９]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在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

科ꎬ就诊的 ＩＶＮＣ 患者中选择 ５ 例先证者及一级亲

属进行目标基因测序ꎮ 所有患者均为汉族ꎬ其中男

性 ３ 例ꎬ女性 ２ 例ꎬ中位年龄(３ ２５ ± ０ ６)岁ꎬ对每例

患者均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包括超声心动图ꎬ心电

图ꎬ心肌标志物及 ＢＮＰ 等检查ꎮ 本研究得到北京市

安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ꎮ
２. 基因组 ＤＮＡ 的提取 　 取 ＩＶＮＣ 患者外周静

脉血 ３ｍＬ(ＥＤＴＡ 抗凝)ꎬ用 ＱＩＡａｍｐ 全血 ＤＮＡ 提取

试剂盒(Ｑｉａｇｅｎ 公司)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ꎮ
３. 液相捕获目标基因测序使用　 液相捕获目标

基因技术(北京迈基诺公司)对 ＩＶＮＣ 外显子区域进

行捕获ꎬ针对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个外显子非重复区设计

生物素化的单链捕获探针ꎮ 将 １μｇＤＮＡ 文库与 ＢＬ
缓冲液和设计的探针混合 ９５℃加热 ７ｍｉｎꎬ６５℃加热

２ｍｉｎꎬ加入 ２３ｍＬ 预热至 ６５℃的 ＨＹ 缓冲液ꎬ６５℃杂

交 ２２ｈꎬ用 ５００μｌ １Ｘ 结合缓冲液清洗 ５０μＬＭｙＯｎｅ 磁

珠(美国 Ｌｉｆ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公司)３ 次ꎬ重悬于 ８０μＬ １Ｘ
结合缓冲液ꎮ 加入 ６４μＬ ２Ｘ 结合缓冲液至杂交混

合物中ꎬ转移至含有 ８０μＬ ＭｙＯｎｅ 磁珠的试管中ꎮ
旋转混匀 １ｈꎮ 用 ＷＢ１ 缓冲液室温清洗磁珠 １５ｍｉｎꎬ
用 ＷＢ３ 缓冲液 ６５℃清洗 ３ 次ꎬ每次 １５ｍｉｎꎮ 然后用

洗脱缓冲液将结合的 ＤＮＡ 洗脱下来ꎮ 洗脱的 ＤＮＡ
进行 ＰＣＲ 反应ꎮ 反应条件如下:９８℃ 预变性 ３０ｓꎻ
９８℃变性 ２５ｓꎬ６５℃退火 ３０ｓꎬ７２℃延伸 ３０ｓꎬ共进行

１５ 个循环ꎻ最后 ７２℃延伸 ５ｍｉｎꎮ 根据产品说明书

用 ＳＰＲＩ ｂｅａｄｓ(美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ｕｌｔｅｒ)纯化 ＰＣＲ 产

物ꎮ 富集的文库用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ＨｉＳｅｑ ２０００ 第二代测序

仪进行双端测序ꎬ读长为 ９０ｂｐꎮ
４.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验证 　 根据需要测序的 ＤＮＡ 片

段合成引物ꎬ用 ＰＣＲ 方法扩增ꎬ用 ＡＢＩ３７３０ｘｌ 测序仪

(美国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公司)以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法进

行测序ꎬ测序结果与目标区域捕获测序后的结果进

行比对ꎮ
５. 数据分析 　 目标区域测序后原始数据经过

ｉｎｄｅｘ 拆分后获得各个样本原始序列ꎬ去除测序数据

中的接头和低质量数据(质量值≤２０)ꎬ运用 ＢＷＡ
软件比对到参考基因组上ꎬ用 ＧＡＴＫ 软件对各个样

本的比对数据进行多态性位点检测ꎬ对 ＳＮＰ 和单核

苷酸多态性(ＳＮＰｓ)插入缺失突变( ＩｎＤｅｌｓ)等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ꎮ 同时进行测序深度、均一性、探针特

异性等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ꎮ 去除 ｄｂＳＮＰ１３７ 数据

库、千人基因组和内部数据库 ８００ 正常汉族人数据

库中出现的 ＳＮＰｓ 和 ＩｎＤｅｌｓꎬ同时ꎬ过滤掉 ＳＩＦＴ 预测

对蛋白功能无影响的突变位点ꎬ是最后疾病相关的

突变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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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ＭＹＢＰＣ３ ｐ. Ｅ３３４Ｋ 患者家系图ꎻ图 ２　 先证者ＭＹＢＰＣ３ ｐ. Ｅ３３４Ｋ 突变位点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图(ｃ. Ｇ１０００Ａ)ꎻ图３　
先证者之父 ＭＹＢＰＣ３ ｐ. Ｅ３３４Ｋ 位点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图(ｃ. Ｇ１０００Ａ)ꎻ图 ４　 先证者之母 ＭＹＢＰＣ３ ｐ. Ｅ３３４Ｋ 位点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图(ｃ. Ｇ１０００Ａ)

结　 果

１. 目标基因捕获结合第二代测序数据统计　 ５
例先证者 ＭＹＢＰＣ３ 位点的平均测序深度为:２０９ ５ꎻ
其一级亲属平均测序深度 ２１７ ７ꎮ

ＭＹＢＰＣ３ 突变分析测序结果发现ꎬ５ 例先证者

者中有 １ 例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存在一个错义突变 ｃ.
１０００Ｇ > Ａ(图 ２)ꎬ在一级亲属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中ꎬ父亲

携带此位点杂合突变ꎬ母亲无此突变携带(图 １)ꎮ
该突变由 ３３４ 位原密码子 ＣＴＣ 编码谷氨酸(Ｇｌｕ)突
变为 ＣＴＴ 编码赖氨酸(Ｌｙｓ)ꎬ设计引物扩增后进行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ꎬ测序结果相同(图 ３ ~ ４)ꎮ 上述基因突

变经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 ＳＮＰ 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ｂｉ.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ｓｎｐ / ? ｔｅｒｍ ＝ ＭＹＢＰＣ３)检索ꎬ发现日本

学者 Ａｎａｎ 等[１８] 于 ２００７ 年报道此突变位点与肥厚

性心肌病有关ꎮ 本研究 ＭＹＢＰＣ３ ｃ. １ ０００Ｇ > Ａ 突变

先证者为男性ꎬ６ 岁ꎬＳＰＯ２ ９８％ ꎬ外院超声发现心脏

扩大就诊于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科ꎬ临床表现胸

闷ꎬ辅助检查为:Ｂ 型超声心动图示(图 ５):左心室

轻大ꎬ左心室舒张末经 ４４ｍｍꎬ射血分数 ６０％ ꎬ余房

室内径大致正常ꎮ 其他心腔结构及正常ꎮ 左心室心

尖短轴切面可见肌小梁增多ꎬ非致密心肌 /致密心

肌:５ ２ｍｍ / ４ ４ｍｍꎬ下壁肌小梁增多ꎬ非致密心肌 /
致密心肌:９ ２ｍｍ / ４ ４ｍｍꎮ ③心电图示(图 ６):心
率 ９３ 次 / ｍｉｎꎬ ＰＲ 间期:１２４ｍｓꎬ ＱＲＳ 宽ꎬ度 ８６ｍｓꎬ
ＱＴ / ＱＴＣ ３３８ / ４２０ｍｓꎬ Ｐ￣Ｒ￣Ｔ 轴 ５４ / ３６ / １６ꎬ心电图可

见 Ｊ 点提前ꎬＳＴ 段斜行抬高ꎬＴ 波高耸等“早复极”
综合征表现ꎮ 患儿父亲 Ｂ 型超声心动图:心室大小

及心功能正常ꎬ心尖部肌小梁增多ꎬ近心尖部可见一

粗大小梁样结构ꎬ非致密心肌 /致密心肌:９ ５ｍｍ /
７ ８ｍｍꎬ下 壁 非 致 密 心 肌 /致 密 心 肌: １３ １ｍｍ /
８ ５ｍｍꎮ 母亲 Ｂ 型超声心动图:心室大小及心功能

正常ꎬ心尖肌小梁增多ꎬ 非致密心肌 /致密心肌

７ ０ｍｍ / ９ ０ｍｍꎮ 无心肌病家族史ꎮ

图 ５　 先证者二维超声影像学表现　 左图:左心室短轴切面心尖

部水平可见肌小梁增多(箭头)ꎬ非致密心肌 / 致密心肌:５ ２ｍｍ /
４ ４ｍｍꎬ下壁肌小梁增多ꎬ 非致密心肌 / 致密心肌: ９ ２ｍｍ /
４ ４ｍｍꎮ 右图:左心室轻大ꎬ余房室内径大致正常

图 ６　 先证者心电图 　 平均心率 ９３ 次 / 分钟ꎬＰＲ 间期:１２４ｍｓꎬ
ＱＲＳ 宽度 ８６ｍｓꎬＱＴ / ＱＴＣ３３８ / ４２０ｍｓꎬＰ￣Ｒ￣Ｔ 轴 ５４ / ３６ / １６ꎬ可见 Ｊ
点提前ꎬＳＴ 段斜行抬高ꎬＴ 波高耸

讨　 论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位于 １１ｐ１１ ２ꎬ共 ３５ 个外显子区

域ꎬ该基因编码肌球蛋白结合蛋白 ｃ(Ｍｙｏｓ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ꎬ ｃＭｙＢＰ￣Ｃ)ꎬｃＭｙＢＰ￣Ｃ 属于免疫球蛋白超

家族ꎬＭｙＢＰ 家庭ꎮ ＭＹＢＰＣ３ 位于脊椎动物横纹肌

横桥区的一个带中ꎮ ｃＭｙＢＰ￣Ｃ 可减慢肌动蛋白运

动合成原粗肌丝ꎮ 这种机械效应发生在粗肌丝种存

２２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在 ｃＭｙＢＰ￣Ｃ 时(即 Ｃ￣区带)ꎮ 这一过程受磷酸化与

位点特异性的蛋白水解降解调节ꎮ 在体外ꎬｃＭｙＢＰ￣
Ｃ 可结合 ＭＨＣꎬｆ￣肌动蛋白和细肌丝ꎬ并修饰肌动蛋

白活化的肌球蛋白 ＡＴＰ 酶的活性ꎮ 它可能调节心

肌收缩力与收缩频率[２０]ꎬ也可能发挥更多的结构性

作用[２１]ꎮ ＭＹＢＰＣ３ 突变后ꎬ使 ｃＭｙＢＰ￣Ｃ 的 Ｃ１０ 区

域发生改变ꎮ 体外培养的心肌细胞中ꎬ会出现肌节

缩短ꎬＣａ２ ＋ 瞬流减少ꎬ进一步引起心肌细胞短缩分

数下降ꎬ收缩速率下降等ꎬ并可引起心力衰竭[２２]ꎮ
既往报道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突变可导致家族性肥厚型

心肌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ꎬＦＨＣ)ꎬ
左心室心肌致密化不全(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ｏｎｃｏｍｐａｃ￣
ｔｉｏｎꎬＩＶＮＣ)ꎬ扩张型心肌病(ｄｉａｌａｔ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ꎬ
ＤＣＭ) 等疾病[２３]ꎮ 目前已报道的导致 ＩＶＮＣ 的

ＭＹＢＰＣ３ 突变包括插入、置换、重复、缺失等核苷酸

变化ꎻ并形成移码突变ꎬ错义突变ꎬ剪接位点突变与

无义突变等多种形式突变[２４]ꎮ 这些突变均可引起

ｃＭｙＢＰ￣Ｃ 蛋白结构改变ꎬ装配受阻ꎬ心肌肌小节排

列紊乱ꎬ心肌发育过程停滞ꎮ 表现为 ＩＶＮＣꎬ或心肌

肌小梁增多ꎬ心力衰竭等多种形式ꎮ
本研究设计并使用了目标基因捕获结合第二代

测序技术ꎬ在 ５ 例先证者中ꎬ对 ＭＹＢＰＣ３ 进行筛查ꎬ
并在其一代亲属中利用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技术给予验证ꎬ
最终发现了一例患者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 ｃ. Ｇ１０００Ａ(ｐ.
Ｅ３３４Ｋ)点突变ꎮ 此例发现 ＭＹＢＰＣ３ 错义突变的

ＩＶＮＣ 患者主要表现为 “左心室心尖部肌小梁增

多”ꎬ“左心室轻度增大” “非致密心肌 /致密心肌 >
２”等ꎬ与既往研究结果基本相符[１￣２]ꎮ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表

明ꎬ先证者与其父亲均为 ＭＹＢＰＣ３ ｐ. Ｅ３３４Ｋ 杂合突

变ꎮ 其父临床超声检测表现为心尖部肌小梁增多ꎬ
但是 ＮＣ / Ｃ < ２ꎬ没有达到 ＩＶＮＣ 的诊断标准ꎮ 提示

先证者 ＩＶＮＣ 的临床表现可能与 ＭＹＢＰＣ３ 错义突变

相关并来自父亲的遗传ꎮ 此位点在既往文献中曾有

报道ꎬ日本学者 Ａｎａｎ 等[１８]于 ２００７ 年报道ꎬ在 ４１ 例

年龄 > ４０ 岁发作的肥厚性心肌病患者中ꎬ经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检出携带 ＭＹＢＰＣ３ 基因突变者 ５ 例(男性 ３
例ꎬ女性 ２ 例)ꎬ检出率约为 １２ ２％ ꎬ发现 ＭＹＢＰ３ ｃ.
Ｅ３３４Ｋ 位点突变者 １ 例ꎬ为 ６０ 岁男性ꎮ 在汉族儿童

心肌致密化不全患者中尚无相关报道ꎮ
与传统的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相比ꎬ目标基因捕获结合

第二代测序技术ꎬ测序效率明显提升ꎬ时间明显缩

短ꎬ费用明显降低ꎬ基因检测手段有了革命性的变

化ꎮ 其技术正向着大规模、工业化的方向发展ꎬ极大

地提高了基因检测的检出率ꎬ并扩展了疾病在基因

水平的研究范围可以用在大样本量的疾病已知基因

检测中[２５]ꎮ 总体而言ꎬＮＧＳ 技术具有通量大、时间

短、精确度高和信息量丰富等优点ꎬ可以在短时间内

对感兴趣的基因进行精确定位[２６]ꎮ 可能对孤立性

左心室心肌致密化不全分子病因学有更好的认识ꎮ
这种方法为发现基因变异导致常见疾病的风险提供

了重要的指导ꎬ并可能成为诊断罕见单基因疾病的

标准方法之一[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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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ꎬ Ｗｏｊｃｉｅｃｈ Ｍꎬｅｔ ａｌ.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ｏ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ｕｃｈｅｎｎｅ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ｔｒｏｐｈｙ.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Ｍａｇｎ Ｒｅｓｏｎꎬ２０１３ꎬ１５: ６７.

[１０] 　 Ｋｙｕｎｇｊｏｏｎ Ｋꎬ Ｄｏｎｇｈｏｏｎ Ｌꎬ Ｓｅｕｌｇｉ Ｈ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３ ｌｉｇａｓｅ ｍｉｎｄ
ｂｏｍｂ￣１ (Ｍｉｂ１)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ｄｅｌｔａ￣ｎｏｔｃｈ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ｅｕｒｏ￣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ｌ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３ꎬ２８８: ２５８０￣２５９２.

[１１] 　 Ｃｈａｎｇ ＢꎬＮｉｓｈｉｚａｗａ ＴꎬＦｕｒｕｔａｎｉ Ｍꎬ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ｏｖｅｌ
ＴＰＭ１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ｉｔｈ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ｏ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 Ｍｏｌ Ｇｅｎｅｔ Ｍｅｔｌａｂꎬ ２０１１ꎬ１０２:２００￣２０６.

３２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１２]　 Ｋｉｙｏｓｈｉ Ｏꎬ Ｙｏｓｈｉｈｉｒｏ Ｎꎬ Ｋａｚｕｈｉｒｏ Ｔꎬ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ｎｏｎ￣ｃｏｍｐａ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 ＱＴ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２ ｃａｓｅｓ. Ｃｉｒｃ Ｊꎬ２０１１ꎬ７３: ２１６９￣２１７２.

[１３] 　 Ｎａｋａｓｈｉｍａ Ｋꎬ Ｋｕｓａｋａｗａ Ｉꎬ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Ｔꎬｅｔ ａｌ. Ａ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ｏ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 Ｑ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
ＫＣＮＱ１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ｅａｒｔ Ｖｅｓｓｅｌｓꎬ２０１３ꎬ２８:１２６￣
１２９.

[１４] 　 Ｄａｖｉｄ Ｊ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ｌｅｔｈａｌꎬ ｈｉｇｈｌｙ
ｔｒｅａｔａｂｌ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ｉｅｓ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ｅｓ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３:１０２１￣１０３７.

[１５] 　 Ｏｈｎｏ ＳꎬＯｍｕｒａ ＭꎬＫａｗａｍｕｒａ Ｍꎬｅｔ ａｌ. Ｅｘｏｎ ３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ＹＲ２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ｒｙａｎｏｄ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ｆｔ ｖｅｎ￣
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ｏ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ｃｅꎬ２０１４ꎬ１６:１６４６￣１６５４.

[１６]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Ｌꎬ Ｂｏｎｎｅ Ｇꎬ Ｂａｈｒｅｎｄ Ｅꎬ 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ｍｙｏｓｉｎ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 ｇｅｎｅ (ＭＹＢ￣
ＰＣ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ｒｕｎ￣
ｃ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Ｃｉｒｃ Ｒｅｓꎬ
１９９７ꎬ８０: ４２７￣４３４ꎬ.

[１７] 　 Ｐｒｅｖｉｓ Ｊꎬ Ｐｒｅｖｉｓ Ｂꎬ Ｇｕｌｉｃｋ Ｊꎬ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ｒｄｉ￣
ａｃ ｍｙｏｓ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 ｉ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ｃｋ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２ꎬ３３７: １２１５￣１２１８.

[１８] 　 Ａｎａｎ Ｒꎬ Ｎｉｉｍｕｒａ ＨꎬＴａｋｅｎａｋａ Ｔꎬｅｔ ａ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ａｒｃｏｍｅｒ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ｓｅｔ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ｈｙ￣
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ａｆｔｅｒ ａｇｅ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０７ꎬ９９:１７５０￣１７５４.

[１９] 　 Ｈｅ ＪꎬＷｕ ＪꎬＷａｇｎｅｒ￣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Ｎꎬｅｔ ａｌ. ＩｇＨ ｇｅｎｅ 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ｐｌａｓｍａ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ｎｏｎ￣ｈｏｄｇｋｉｎ'ｓ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ｎｃｏ￣

ｔａｒｇｅｔꎬ２０１１ꎬ２:１７８￣１８５.
[２０] 　 Ｃａｌｏｒｅ Ｃꎬ Ｂｏｒｔｏｌｉ Ｍꎬ Ｒｏｍｕａｌｄｉ Ｃꎬｅｔ ａｌ. Ａ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ＭＹＢＰＣ３ ｍｕ￣

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ＨＣＭ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ｕｄ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Ｊ Ｍｅｄ Ｇｅｎｅｔꎬ２０１５ꎬ５２:３３８￣３４７.

[２１] 　 Ｗａｔｋｉｎｓ Ｈꎬ Ｃｏｎｎｅｒ Ｄꎬ Ｔｈｉｅｒｆｅｌｄｅｒ Ｌꎬｅｔ ａ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
ｄｉａｃ ｍｙｏｓｉｎ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 ｇｅｎｅ ｏｎ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１１ ｃａｕｓｅ ｆａ￣
ｍｉｌ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ｔꎬ １９９５ꎬ １１:
４３４￣４３７.

[２２] 　 Ｋｕｓｔｅｒ ＤＷꎬ Ｇｏｖｉｎｄａｎ Ｓ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ＴＩꎬｅｔ ａｌ. Ａ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
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ＹＢＰＣ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ｌ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 Ｂｉ￣
ｏｌ 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５ꎬ２９０:５８２９￣５８６７.

[２３] 　 Ｈｏｄａｔｓｕ Ａꎬ Ｋｏｎｎｏ Ｔꎬ Ｈａｙａｓｈｉ Ｋ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ｓ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ＭＹＢＰＣ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Ｈｅａｒｔ Ｃｉｒ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３０７:５９４￣６０４.

[２４] 　 Ｗａｎｇ ＷＪꎬ Ｈａｎ Ｐꎬ Ｚｈｅ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 Ｅｘｏｎ ４７ ｓｋｉ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ｂｒｉｌｌｉｎ￣１
ｌｅａｄ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ｔｏ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ｏ￣
ｒａｃｉｃ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 Ｍｏｌ Ｍｅｄꎬ２０１３ꎬ９１:３７￣
４７.

[２５] 　 刘旭霞ꎬ姜腾勇ꎬ朴春梅ꎬ等. 目标基因捕获测序技术鉴定肥

厚型心肌病致病突变的研究.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３:
５９９￣６０３.

[２６] 　 郭俊ꎬ蔡伦ꎬ杜杰ꎬ等. 利用目标基因测序技术发现马方综合

征 ＦＢＮ１ 新突变. 心肺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５９６￣５９８.

(２０１５￣０９￣２９ 收稿)

(上接第 ９ 页)
[ ４ ]　 Ｚｈａｎｇ ＨꎬＤｏｎｇ ＰꎬＹａｎｇ Ｘꎬ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１ ４Ｇ / ５Ｇ ｐｏｌ￣

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ｉｓｋ: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 Ｊ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７:３７７７￣３７８８.

[ ５ ] 　 Ｂａｔｔｅｓ ＬＣꎬＡｋｋｅｒｈｕｉｓ ＫＭꎬＣｈｅｎｇ ＪＭꎬ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ｐｈａｓ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ＲＯＲＥＭＯ￣
ＩＶ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１７７:８４７￣８５３.

[ ６ ] 　 Ｂｌａｎｃｈｅｔ Ｘꎬ Ｃｅｓａｒｅｋ Ｋꎬ Ｂｒａｎｄｔ 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 Ｔｈｒｏｍｂ Ｈａｅｍｏｓｔꎬ２０１４ꎬ１１２:１２７７￣１２８７.

[ ７ ] 　 Ｓａｋａｉ Ｔ１ꎬ Ｉｎｏｕｅ ＳꎬＴａｋｅｉ Ｍꎬ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ｅｌｌ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ｒｏｍｂｕｓ ｓｉｚ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ｉｓｓｕ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１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ｒｏｍｂ Ｒｅｓ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７:４４３￣４４９

[ ８ ] 　 Ｇｒｕｚｄｅｖａ Ｏꎬ Ｕｃｈａｓｏｖａ Ｅꎬ Ｄｙｌｅｖａ Ｙꎬ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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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ＨＥＡＲＴ 风险评分在非心肌梗死性胸痛
人群的研究

马春朋　 龚志忠　 刘晓丽　 贺晓楠　 王 晓　 聂绍平

　 　 [摘要] 　 目的:研究 ＨＥＡＲＴ 风险评分在非急性心肌梗死性胸痛人群的应用价值ꎮ 方法:这是一个

源于前瞻性获得的数据库的回顾性研究ꎮ 连续入选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在北京安贞医院急诊胸

痛中心就诊的胸痛患者ꎮ 计算 ＨＥＡＲＴ 评分ꎮ 研究终点为 ３ 个月时主要不良心脏事件ꎮ 结果:研究总计

入选 １０４１ 名胸痛患者ꎮ 其中ꎬ３３２ 名患者发生了主要不良心脏事件ꎮ ＨＥＡＲＴ 评分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

线下面积为 ０ ７７(９５％ ＣＩ:０ ７４ ~ ０ ８０)ꎮ 随评分增加ꎬ主要不良心脏事件显著增加(Ｐ < ０ ００１)ꎮ 入选

的所有患者分成三组:低危组(评分 ０ ~ ２ 分)ꎬ中危组(评分 ３ ~ ４ 分)和高危组(评分 ５ ~ ８ 分)ꎬ主要不

良心脏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１ ７％ ꎬ１７ １％ 和 ５４ ６％ ꎬ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１)ꎮ 不同的组

别ꎬ给予不同的分诊方案ꎮ 结论:ＨＥＡＲＴ 风险评分可以用于急诊科非急性心肌梗死性胸痛患者的分诊

和预后评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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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ＨＥＡＲＴ ｒｉｓｋ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ｃｈｅｓｔ ｐａ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
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ｄ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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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ａｔ ｔｈｅ ＥＤ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Ｉ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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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０４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３３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３１９％ )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ａ ＭＡ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ＭＡ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ｓｃｏ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 < ０ ００１ ｂｙ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ａｒ￣
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 ｗａｓ ０ ７７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０ ７４ － ０ ８０).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ꎬ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０ ７０.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ｓｃｏｒｅ ０ － ２)ꎬ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ｓｃｏｒｅ ３ － ４)ꎬ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ｓｃｏｒｅ ５ － ８)ꎻ ＭＡ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１ ７％ ꎬ １７ １％ ꎬ ａｎｄ ５４ ６％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 < ０ ００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ｒｉｓｋ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ｙ ａｉｄ ｔ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ｅｓｔ ｐａ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ꎻ Ｃｈｅｓｔ ｐａｉｎꎻ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胸痛在急诊科就诊患者中很常见[１￣２]ꎮ 胸痛患

者病种多样、病情复杂ꎬ如何对这些患者进行有效的

分诊ꎬ一直是急诊科医生关注的问题ꎮ 对于怀疑急

性冠状动脉综合的胸痛患者ꎬ指南建议在急诊科早

期使用风险评分进行分层ꎬ根据危险分层采取不同

的处理方案[３]ꎮ 近十几年来ꎬ国外已经建立了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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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分ꎬ例如:ＰＵＲＳＵＩＴ、ＴＩＭＩ、ＧＲＡＣＥ、Ｓａｎｃｈｉｓ、
ＦＲＩＳＣ、ＨＥＡＲＴ 和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评分[４￣１０]ꎮ ＨＥＡＲＴ 评分

一种简易并且实用的评分系统ꎬ已经得到了多个研

究的验证[１１￣１５]ꎮ 该评分采用了类似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
分的方法ꎬ共有 ５ 个组成部分ꎬ每个组成部分又分成

３ 类ꎬ可以分别赋予 ０、１ 或者 ２ 分[１６]ꎮ 这种简化的

评分ꎬ尤其适合在急诊科实用ꎮ 非急性心肌梗死(ａ￣
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ꎬＡＭＩ)引起的胸痛在急诊

科比较多见ꎮ 关于 ＨＥＡＲＴ 评分在该人群的研究ꎬ
国内尚未见报道ꎮ 本研究旨在探讨 ＨＥＡＲＴ 评分在

非 ＡＭＩ 性
胸痛患者的应用价值ꎮ 由于目前高敏肌钙蛋白

应用较为广泛ꎬ在本研究中将 ＨＥＡＲＴ 评分中的肌

钙蛋白替换为高敏高敏肌钙蛋白 Ｉ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设计:这是一项在前瞻性获得的数据库

的基础上进行的回顾性研究ꎮ 连续入选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急

诊胸痛中心就诊的胸痛患者ꎮ 采集患者到达急诊时

的性别、年龄、病史、危险因素[危险因素:高血压、
高胆固醇血症、糖尿病、冠状动脉性疾病家族史、吸
烟(近 １ 个月)或肥胖、体质量指数≥３０ / (ｋｇ / ｍ２)ꎮ
＃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心肌梗死、冠状动脉介入、
冠状动脉移植术、颈动脉血运重建、缺血性卒中、外
周动脉疾病或颈动脉疾病]、心电图等数据ꎬ用于计

算评分ꎮ 患者到达急诊后ꎬ马上采集血清高敏肌钙

蛋白( 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ꎬ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ａｃｃｕ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Ｉꎬ Ｉｈｓ￣
ＴｎＩ)并进行检验ꎮ 研究得到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ꎮ 所有患者都签订了知情同意书ꎮ
２. 研究对象:入选标准:因胸痛到急诊胸痛中心

就诊的患者ꎮ 胸痛不仅仅指胸部疼痛ꎬ还包括胸部

不适、压迫感或者压榨感ꎮ 患者年龄需 > １８ 岁ꎬ而
且从发病至到达急诊的时间大于 ２ 小时ꎮ 排除标

准:由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栓塞、外伤或心

律失常导致的胸痛ꎻ终末期疾病ꎻ孕妇ꎻ不能或不愿

意提供知情同意ꎻ资料不完整ꎮ
３. ＨＥＡＲＴ 评分:ＨＥＡＲＴ 评分中各个组成部分

的定义参见相关文献[１５]ꎮ 在本研究中ꎬ原 ＨＥＡＲＴ
评分中的组成部分 “肌钙蛋白”ꎬ被 Ｉｈｓ￣ＴｎＩ 代替ꎮ
表 １ 展示了 ＨＥＡＲＴ 评分中各个组成部分及其

评分ꎮ
４. 研究终点和随访:研究终点为主要心脏不良

事件(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ｖｅｎｔｓꎬＭＡＣＥ)ꎬ也就是

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ＰＣＩ)、冠状动脉移植术(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
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ꎬＣＡＢＧ)或全因死亡中发生任意一个事件ꎮ
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标准:依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全

球心肌梗死统一定义” [１７]ꎮ 电话随访从到达急诊开

始ꎬ３ 个月时的终点事件ꎮ

表 １　 ＨＥＡＲＴ 评分

　 项目 等级分类 评分

病史 轻度或不怀疑缺血性胸痛 ０
中度怀疑缺血性胸痛 １
高度怀疑缺血性胸痛 ２

心电图 正常 ０
非特异性复极异常 １
显著地 ＳＴ 段压低 ２

年龄 ≤４５ 岁 ０
４５ ~ ６５ 岁 １
≥ ６５ 岁 ２

危险因素 没有已知的危险因素 ０
１ 或 ２ 个危险因素 １

≥ ３ 个危险因素ꎬ或者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２

高敏肌钙蛋

白 Ｉ

≤ 正常上限 ０ §

１ ~ ３ 倍正常上限 １
≥ ３ 倍正常上限 ２

评分范围 § ０ ~ １０　 　

　 　 注: § 本研究未入选高敏肌钙蛋白 Ｉ 增高患者ꎬ因此最高积分为

８ 分ꎮ

５. 统计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 统计软件包和 ＥＸＣＥ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０)进行数据分析ꎮ 连续型变量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间比较ꎬ在正态分布时用 ｔ 检验、非
正态分布时用非参数检验ꎮ 用频率和百分数表示分

类型变量ꎬ事件发生率随着评分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用卡方检验评估ꎮ 如果期望频数小于 ５ꎬ使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检验ꎮ 评分的预测能力用受试者操作特征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ꎬＲＯＣ)曲线下面积

评价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研究总共评估了 １ ７３５ 例胸痛患者ꎬ排除了

６７３ 例患者ꎬ２１ 例患者失访ꎮ 最后有 １ ０６２ 例患者

入选ꎮ 入选人群的基线资料见表 ２ꎮ 随访期间ꎬ共
３３２ 例发生 ＭＡＣＥꎬ其中 ＡＭＩ ３４ 例ꎬ ＰＣＩ ２７５ 例ꎬ
ＣＡＢＧ７２ 例ꎬ死亡 ５ 例ꎮ

２. ＭＡＣＥ 发生率随着 ＨＥＡＲＴ 评分的增加而显

著增加(Ｐ < ０ ００１ꎬ图 １)ꎮ 发生 ＭＡＣＥ 组患者评分

为(５ ２ ± １ １)分ꎬ没有发生 ＭＡＣＥ 组患者评(３ ８
± １ ３)分ꎬ两者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０１)ꎮ ｈｓ￣ＴｎＩ 正常组的 ＨＥＡＲＴ 评分显著低于 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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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Ｉ 升高组[(４ １ ± １ ３) ｖｓ. (６ ２ ± １ ２)分ꎬＰ <
０ ００１ ]ꎬ ＭＡＣＥ 发 生 率 也 低 于 ｈｓ￣ＴｎＩ 升 高 组

(２８ ８％ ｖｓ. ８１ ７％ ꎬＰ < ０ ００１)

表 ２　 入选人群基线资料[ｘ ± ｓꎬｎ(％ )]
　 项目 数值

年龄 / 岁 ５９ ６ ± ９ ９
≤４５ 岁 ９１ (８ ７)
　 ４５ ~ ５６ 岁 ６２９ (６０ ４)
≥６５ 岁 ３２１ (３０ ８)
男性 ６４１ (６１ ６)
病史

　 轻度怀疑或不怀疑缺血性胸痛 １２９ (１２ ４)
　 中度怀疑缺血性胸痛 ６８９ (６６ ２)
　 高度怀疑缺血性胸痛 ２２３ (２１ ４)
心电图

　 正常 ５２２ (５０ １)
　 非特异性复极异常 ５１９(４９ ９)
　 显著地 ＳＴ 段压低 ０
高血压 ６６７ (６４ １)
高胆固醇血症 ２００ (１９ ２)
糖尿病 ２８８ (２７ ８)
冠状动脉性疾病家族史 １３３ (１２ ８)
吸烟 ２５２ (２４ ２)
肥胖 １１３ (１０ ９)
缺血性卒中 ９２ (８ ８)
外周动脉疾病 ６ (０ ６)
颈动脉疾病 １８ (１ ７)

图 １　 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

３. 把入选患者分成三组:低危组 ( ｎ ＝ １１９ꎬ
１１ ４％ )的评分范围是 ０ ~ ２ 分ꎻ中危组( ｎ ＝ ４６２ꎬ
４４ ３％ )的评分范围是 ３ ~ ４ 分ꎻ高危组( ｎ ＝ ４６０ꎬ
４４ ２％ )的评分范围是 ５ ~ ８ 分ꎮ 低危组患者中ꎬ有
２ 例发生 ＭＡＣＥꎬ均为 ＰＣＩꎻ中危组患者中ꎬ８１ 例行

ＰＣＩ、１８ 例行 ＣＡＢＧꎬ１ 例死亡ꎻ高危组患者中ꎬ３４ 例

发生 ＡＭＩꎬ１９２ 例行 ＰＣＩꎬ５４ 例行 ＣＡＢＧꎬ４ 例死亡ꎮ
３ 个危险分组 ＭＡＣＥ 发生率分别为: １ ７％ (２ /
１１９)、 １７ １％ (７９ / ４６２)和 ５４ ６％ (２５１ / ４６０)ꎬ各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１)ꎮ
ＨＥＡＲＴ 评分在非急性心肌梗死性胸痛人群的

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为 ０ ７７(９５％ ＣＩ:０ ７４ ~ ０ ８０)ꎮ 在

３ 个重要的亚组ꎬ该评分的预测能力为:高龄组(≥
６５ 岁)ＭＡＣＥ 发生率为 ３２ ７％ (３１５ / ９６４)ꎬＲＯＣ 曲

线下面积为 ０ ７７ (９５％ ＣＩ:０ ７４ ~ ０ ８０)ꎻ女性组

ＭＡＣＥ 发生率为 ２３ ０％ (９２ / ４００)ꎬ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

为 ０ ８１(９５％ ＣＩ:０ ７７ ~ ０ ８５)ꎻ糖尿病组 ＭＡＣＥ 发

生率为 ３６ ８％ (１０６ / ２８８)ꎬ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为 ０ ７１
(９５％ ＣＩ:０ ６６ ~ ０ ７６)(图 ２)ꎮ

图 ２　 三个亚组 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

讨　 论

ＨＥＡＲＴ 评分是近年来比较常用的、评估急性缺

血性胸痛风险的评分ꎮ 该评分的全部 ５ 个组成部分

均来自于临床经验总结和文献资料ꎬ可以在患者到

达急诊科后的较短时间内获得ꎬ有利于迅速地对患

者进行分诊ꎬ缩短就诊时间ꎮ 评分中的每一个组成

部分又细化为 ３ 个等级ꎬ避免了单纯的“非此即彼”
式的二分类选择ꎮ 尤其是胸痛病史和心电图两个组

成部分ꎬ临床实践中常常难以做出“非此即彼”的选

择ꎬ增加了过渡性选择后ꎬ更加贴近临床实践ꎮ
ＨＥＡＲＴ 评分中每个组成部分的赋值方法简单、实
用ꎬ评分范围在 １０ 分之内ꎬ不需要计算器或软件辅

助计算ꎬ可以直接手工计算ꎮ 该评分把患者分为

“低危、中危和高危”三个等级ꎬ给予的建议分别是

“离院、留院观察和立即住院”ꎮ 其分诊指导建议ꎬ
直接、明确ꎬ尤其适合于在急诊科使用ꎮ ＨＥＡＲＴ 评

分适用人群较为广泛ꎬ包括了除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外的所有缺血性胸痛ꎮ
然而ꎬ该评分在非 ＡＭＩ 引起的胸痛人群的应用

价值ꎬ尚未见研究ꎮ 本研究表明ꎬ在非 ＡＭＩ 性胸痛

患者中ꎬＨＥＡＲＴ 评分有较好的预测价值(ＲＯＣ 曲线

下面积为 ０ ７７)ꎮ 亚组分析表明ꎬ不论是在高龄组、
女性组ꎬ还是在糖尿病组ꎬＨＥＡＲＴ 评分的预测价值

均较好(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 > ０ ７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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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ＴｎＩ 在急性缺血性胸痛的应用逐渐普及ꎬ有
代替普通肌钙蛋白的趋势ꎮ 有文献研究认为ꎬ缺血

性胸痛症状出现后 ２ 小时就可以检测到 ｈｓ￣ＴｎＩꎬ并
且可以用于评估怀疑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胸痛患

者的风险评估[１８]ꎮ 指南也推荐使用 ｈｓ￣ＴｎＩ 用于怀

疑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胸痛人群的诊断和预后评

估[３ꎬ １７]ꎮ 本研究使用的 ｈｓ￣ＴｎＩ 符合指南对高敏肌

钙蛋白的要求ꎬ其第 ９９ 百分位数检测浓度为 ４２ｎｇ /
Ｌ、变异系数为 ８％ [１９]ꎮ ｈｓ￣ＴｎＩ 正常组的 ＨＥＡＲＴ 评

分和 ＭＡＣＥ 发生率均低于 ｈｓ￣ＴｎＩ 升高组 ( Ｐ <
０ ００１)ꎬ表明 ｈｓ￣ＴｎＩ 可以用于非 ＡＭＩ 性胸痛人群的

分诊和预后评估ꎮ
风险评分进行量化分组才便于急诊科应用ꎮ 由

于所选取的研究人群、事件、随访时间等方面的差

异ꎬ对于各个危险分层事件率切点的定义ꎬ文献没有

统一的标准[４￣９ꎬ １３ꎬ ２０]ꎮ 在本研究中ꎬ低危组的 ＭＡＣＥ
发生率定义为≤２％ꎬ中危组的 ＭＡＣＥ 发生率定义

为 ２％ ~ ２０％ ꎬ而高危组的 ＭＡＣＥ 发生率≥２０％ ꎮ
由于本研究没有入选 ＡＭＩ 引起的胸痛ꎬ降低了整体

人群的 ＨＥＡＲＴ 评分ꎬ最后的评分范围变为 ０ ~ ８
分ꎬ并不是文献中所描述的 ０ ~ １０ 分(９ꎬ １１ꎬ １３ꎬ
１５)ꎮ 而且ꎬ各组的评分切点也发生了变化ꎮ 不过ꎬ
ＨＥＡＲＴ 评分在各组间ＭＡＣＥ 发生率的差异ꎬ仍然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１)ꎬ可以考虑用于急诊胸

痛病人的分诊ꎮ 不同组别ꎬ采取不同的分诊方案ꎮ
低危组患者 ＭＡＣＥ 发生率只有 １ ７％ ꎬ可以早期离

开医 院ꎻ 中 危 组 患 者 的 ＭＡＣＥ 发 生 率 升 高 到

１７ １％ ꎬ需要进一步留院观察病情变化ꎬ复查心电图

和 ｈｓ￣ＴｎＩꎬ必要时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治疗ꎻ高危组

患者的 ＭＡＣＥ 发生率达到 ５４ ６％ ꎬ需要立即住院ꎬ
并且很可能接受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治疗ꎮ

综上所述ꎬＨＥＡＲＴ 风险评分可以用于急诊科非

急性心肌梗死性胸痛患者的分诊和预后评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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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女性早发冠心病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付 丽　 吴其明　 宋毓青　 董 茜

　 　 [摘要] 　 目的:分析女性早发冠心病相关危险因素ꎬ以给予早期干预及治疗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我院经冠状动脉造影明确的女性早发冠心病( < ６５ 岁)患者 １４４ 例ꎬ与同期

冠状动脉造影除外的冠心病的女性患者 ９４ 例ꎬ对两组患者的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ꎬ并行多因素分

析筛选女性早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ꎮ 结果:单因素分析提示ꎬ早发冠心病组与对照组比ꎬ两组间绝经年

龄构成差异有统计学差异(Ｐ < ０ ０５)ꎬ早发冠心病组糖尿病患病率 ３７ ５％ ꎬ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ꎬ同时

糖化血红蛋白值亦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ꎮ 两组间血液学指标进行比较分析ꎬ早发冠心病组 ＨＤＬ￣Ｃ 水

平和载脂蛋白 Ａ￣１ 较对照组低ꎬ载脂蛋白 Ｂ 水平更高ꎬ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高于对照组ꎬ肾小球滤过率水

平早发冠心病组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提示: < ４５ 岁绝经(ＯＲ ＝ ６ １０３ꎬ９５％
ＣＩ:１ ５０２ ~ ２４ ７８９ꎬ Ｐ ＝ ０ ０１１)、合并糖尿病(ＯＲ ＝ ３ ６７７ꎬ９５％ ＣＩ:１ ２７１ ~ １０ ６３５ꎬ Ｐ ＝ ０ ０１６)、高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ＯＲ ＝ ４ ３４１ꎬ９５％ ＣＩ:１ ３４１ ~ ８７ ２７９ꎬ Ｐ ＝ ０ ０３１)、载脂蛋白 Ｂ(ＯＲ ＝ ２ ８０３ꎬ ９５％ ＣＩ:１ １１４ ~
７ ０５５ꎬ Ｐ ＝ ０ ０２９)、肾小球滤过率下降(ＯＲ ＝ １ ０１１ꎬ ９５％ ＣＩ:１ ０２ ~ ６ ６９ꎬ Ｐ ＝ ０ ０３１)、高同型半胱氨酸

血症(ＯＲ ＝ １ ９８０ꎬ ９５％ ＣＩ:１ ０２ ~ ６ ６９ꎬ Ｐ ＝ ０ ０３２)是早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ꎮ 载脂蛋白 Ａ￣１(ＯＲ ＝
０ ２７１ꎬ ９５％ ＣＩ:０ １０９ ~ ０ ６７４ꎬ Ｐ ＝ ０ ００５)为保护性因素ꎮ 结论:女性早发冠心病患者绝经年龄更早ꎬ合
并糖尿病患者多ꎬ且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更高ꎬ为早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ꎮ 载脂蛋白 Ｂ、肾小球滤过率下

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为女性早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ꎬ载脂蛋白 Ａ 是女性早发冠心病的保护性因素ꎮ
[关键词] 　 冠心病ꎻ危险因素ꎻ女性ꎻ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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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ｉｖｅ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１４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 < ６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ｂｙ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９４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ｓｃｒｅｅｎ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ａ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ｉｔ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Ｐ ＝ ０ ０２９)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３７ ５％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 ＝ ０ ００３)ꎬ ａｎｄ ｇｌｙｃ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 ＝ ０ ００６).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１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ｐｏ￣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ꎬ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ｇｌｏｍｅｒｕ￣
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 Ｍｕｌｔｉ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４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 (ＯＲ ＝ ６ １０３ꎬ９５％ ＣＩ:１ ５０２￣２４ ７８９ꎬ Ｐ ＝ ０ ０１１)ꎬ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ＯＲ ＝ ３ ６７７ꎬ
９５％ ＣＩ:１ ２７１ ~ １０ ６３５ꎬ Ｐ ＝ ０ ０１６)ꎬ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Ａ１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Ｒ ＝ ４ ３４１ꎬ９５％ ＣＩ:１ ３４１￣８７ ２７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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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０ ０３１)ꎬ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 (ＯＲ ＝ ２ ８０３ꎬ９５％ ＣＩ:１ １１４￣７ ０５５ꎬ Ｐ ＝ ０ ０２９)ꎬ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Ｒ ＝ １ ０１１ꎬ９５％ ＣＩ:１ ０２￣６ ６９ꎬ Ｐ ＝ ０ ０３１)ꎬ ｈｉｇｈ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Ｒ ＝ １ ９８０ꎬ９５％ ＣＩ:１ ０２￣
６ ６９ꎬ Ｐ ＝ ０ ０３２) ｉ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ｏｎｓｅｔ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 (ＯＲ ＝ ０ ２７１ꎬ ９５％
ＣＩ:０ １０９￣０ ６７４ꎬ Ｐ ＝ ０ ００５)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ａｎｄ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
ｇｌｏｂ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ｈｉｇｈｅｒꎬ ａ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ꎬ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ꎬ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ｂｌｏｏｄ ｆａｔｓ ａ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ꎬ ａｐｏｌｉ￣
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 ｉ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ꎻＦｅｍａｌｅꎻ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心血管疾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ＣＶＤ)是女

性死因的第一位ꎬ其中绝大多数病因为冠心病ꎬ在美

国[１]和中国[２]的流行病学研究中ꎬ女性心脏疾病已

超过脑卒中及肿瘤ꎬ成为头号死因(２６８ ５ / １０ 万 /
人年)ꎮ 女性因受雌激素等原因的保护冠心病发病

较男性晚 ６ ~ １０ 年ꎬ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逐渐与

同龄男性相仿ꎬ但早发冠心病的女性患者亦不少见ꎬ
目前更多的早发冠心病的研究围绕男性早发冠心

病ꎬ对女性早发冠心病的研究相对较少ꎬ导致女性早

发冠心病的因素有哪些ꎬ和传统的冠心病危险因素

是否一致ꎬ是本研究的重点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根据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ｎ 研究[３]ꎬ将女性

< ６５ 岁的冠心病患者定义为早发冠心病ꎬ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根据卫生部公布的«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诊断标准» [４]ꎬ选择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我院冠状动脉造影明确的女

性冠心病患者和非冠心病患者共 ６５０ 例ꎬ其中年龄

< ６５ 岁的患者 １４４ 例ꎬ为早发冠心病组ꎬ非冠心病

患者 ９４ 例ꎬ为对照组ꎮ 入选标准:冠状动脉造影明

确冠心病女性患者ꎬ年龄 < ６５ 岁ꎮ 排除标准:①男

性患者ꎮ ②既往有精神疾病史ꎮ ③甲状腺疾病者ꎮ
④合并恶性肿瘤ꎮ ⑤急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ꎮ ⑥脑

梗塞脑出血患者ꎮ ⑦妊娠ꎮ ⑧心肌病、瓣膜病及先

天性心脏病患者ꎮ
２. 研究方法　 收集入选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ꎬ

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吸烟情况、是否有早

发冠心病家族史ꎬ是否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及脑血管

疾患ꎮ 对两组间合并的疾病及肝功能、血脂及肾功

能等生化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ꎬ了解可能导致女性

早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ꎮ 高血压诊断根据 ２０１０ 年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５]: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

下ꎬ非同日 ３ 次测量血压ꎬ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和 (或) ＤＢＰ≥９０ ｍｍＨｇꎮ 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Ｈｇ 和 ＤＢＰ < ９０ ｍｍＨｇ 为单纯性收缩期高血压ꎮ

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史ꎬ目前正在使用降压药物ꎬ血压

虽然低于 １４０ / ９０ ｍｍＨｇꎬ也诊断为高血压ꎮ 糖尿病

根据 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２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６]:空腹

血糖≥７ ０ｍｍｏｌ / Ｌꎬ糖负荷后 ２ 小时静脉血糖≥
１１ １ｍｍｏｌ / Ｌꎮ 典型糖尿病症状(多饮、 多尿、 多食

及体质量下降)加上随机血糖检测≥１１ １ｍｍｏｌ / Ｌ
或加空腹血糖≥７ ０ｍｍｏｌ / Ｌꎬ或加上葡萄糖负荷后 ２
小时血糖检测无糖尿病症状者ꎬ需改日重复检查符合

以上标准者ꎮ 吸烟史(１９８４ 年 ＷＨＯ 标准ꎬ每日 １ 支

以上持续至少 １ 年)、早发冠心病家族史(一级男性亲

属发病≤５５ 岁ꎬ一级女性亲属发病≤６５ 岁)ꎬ脑血管

疾患包括脑梗塞ꎬ脑出血ꎬ短暂脑缺血发作ꎮ
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

包ꎮ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符合正态分布

的应用 ｔ 检验ꎬ非正态分布的使用非参数检验ꎻ计数

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两组之间的比较采用 χ２ 分

析ꎬ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早发冠心病组平均年龄(５７ ４ ± ６ ６)岁ꎬ对
照组平均年龄(５８ ０ ± ８ ２)岁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ꎬ对两组间绝经年(发病时年龄￣绝经时

年龄)、体质量指数(表 １)进行比较未见统计学差

异ꎬ此后根据绝经早晚按绝经年龄的早晚分组(≥
５０ 岁绝经ꎬ４６ ~ ５０ 岁绝经ꎬ≤４５ 岁)进行比较提示

早发冠心病组 ４５ 岁以前绝经比例大于对照组(表
２)ꎮ 吸烟情况ꎬ早发冠心病家族史情况、合并高血

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情况进行比较(表 ３)ꎬ提示

早发冠心病与糖尿病有关ꎮ
２. 两组血液学指标比较结果(表 ４)ꎬ提示早发

冠心病组谷丙转氨酶(ＡＳＴ)ꎬ谷草转氨酶(ＡＬＴ)较
对照组高ꎬ白蛋白、前白蛋白水平较对照组低ꎬＨＤＬ￣
Ｃ 水平和载脂蛋白 Ａ￣１(Ａｐｏ Ａ￣１)较对照组低ꎬ载脂

蛋白 Ｂ(Ａｐｏ Ｂ)水平更高ꎬ早发冠心病患者的糖化

血红蛋白水平(ＨｂＡ１ｃ)、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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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ꎬ肾小球滤过率水平早发冠心病组低于

对照组(Ｐ < ０ ０５)ꎮ ＴＧ、ＬＤＬ￣Ｃ、ＵＡ 及 ＨＧＢ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表 ３　 两组间吸烟及合并疾病情况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吸烟 早发冠心病家 合并高血压 合并糖尿病 合并脑血管病

对照组 ９４ ８(８ ５) ２３(２４ ５) ７０(７４ ５) １２(１２ ８) １８(１９ １)
早发组 １４４ １４(９ ７) ４９(３４ ０) ８６(５９ ７) ５４(３７ ５) ４６(３１ ９)
χ２ ０ ０００ ０ ９０６ ２ ７３８ ８ ６８１ ２ ３６８
Ｐ 值 １ ０００ ０ ３８４ ０ ０９８ ０ ００３ ０ １２４

表 ４　 早发冠心病组与对照组间血液学指标比较(ｘ ± ｓ)
项目 早发冠心病组(ｎ ＝ １４４ 例) 对照组(ｎ ＝ ９４ 例) Ｚ / ｔ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８ ０ ± ８. ２ ５７ ４３ ± ６. ６ １ １３５ ０ １５２
ＡＬＴ / (Ｕ / Ｌ) ２２ １９ ± １１. ７３ １５ ４５ ± ６. ３４ ２ ３０２ ０ ０００
ＡＳＴ / (Ｕ / Ｌ) ５３ ５３ ± ５４. ６４ １８ １２ ± ４. ４５ ３ ０６７ ０ ０００
白蛋白 / (ｇ / Ｌ) ３８ ５３ ± ４. ７６ ４０ ２３ ± ２. ５６ １ ６１５ ０ ０１１
前白蛋白 / (ｇ / Ｌ) ２０３ ２０ ± ４６. ８３ ３０９ ９９ ± ４４. ８１ １３ ８６８ ０ ０００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１５ ± １. ４８ １ ７８ ± ０. ６８ ０ ９６３ ０ ３１２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９９ ± ０. ３０ １ ０５ ± ０. ２４ １ ８１４ ０ ００３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５２ ± ０. ９８ ２ ３０ ± ０. ５８ １ ２４５ ０ ０９０
ＡｐｏＡ￣１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３５ ± ０. ３０ １ ４１ ± ０. ２３ １ ５２７ ０ ０１９
ＡｐｏＢ /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９１ ± ０. ３１ ０ ８１ ± ０. １２ ２ ５５１ ０ ０１２
ＨｂＡ１ｃ / ％ ７ ３９ ± ２. ４３ ５ ７８ ± ０. ７７ １. ７０８ ０ ００６
ＨＣＹ / (ｕｍｏｌ / Ｌ) １７ ０３ ± １２. ６９ １６ ０２ ± ７. ６０ ４ ５６１ ０ ０３８
Ｈｂ / (ｇ / Ｌ) １２５ ５０ ± １２. ９６ １２４ ２４ ± １３. ７７ ０ ５０１ ０ ６１８
ＧＲＦ / (ｍＬ / 分钟) １１０ ５４ ± ２９. ８８ １２０ ０４ ± ２４. ９３ ３ ０３５ ０ ０４９
尿酸 / (ｕｍｏｌ / Ｌ) ２７９ ５３ ± ８９. ２３ ２９０ ３３ ± ６２. １１ － ０ ７７５ ０ ４４０

表 ５　 早发冠心病与危险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 ＯＲ ９５％ ＣＩ Ｐ 值

绝经早晚分组 １ ８０９ ０ ７１５ ６ ３９７ ６ １０３ １ ５０２ ~ ２４. ７８９ ０ ０１１
是否合并糖尿病分组 １ ３０２ ０ ５４２ ５ ７７５ ３ ６７７ １ ２７１ ~ １０. ６３５ ０ ０１６
ＨＤＬ￣Ｃ － ０ ７４６ ０ ８８９ ０ ７０３ ０ ４７４ ０ ０８３ ~ ２. ７１１ ０ ４０２
ＬＤＬ￣Ｃ ０ １３９ ０ ６３０ ０ ０４９ １ １４９ ０ ３３４ ~ ３. ９４９ ０ ８２６
ＡｐｏＡ￣１ － １ ３０５ ０ ４６５ ７ ８８８ ０ ２７１ ０ １０９ ~ ０. ６７４ ０ ００５
ＡｐｏＢ １ ０３１ ０ ４７１ ４ ７９０ ２ ８０３ １ １１４ ~ ７. ０５５ ０ ０２９
ＨｂＡ１ｃ １ ４６８ ０ ６８１ ４ ６４８ ４ ３４１ １ ３４１ ~ ８７. ２７９ ０ ０３１
ＧＲＦ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４ ６６１ １ ０１１ １ ００１ ~ １. ０２１ ０ ０３１
ＨＣＹ １ ９９０ ０ ４６９ ９ ４５５ １ ９８０ １ ０２ ~ ６. ６９ ０ ０３２

表 １　 两组间绝经年数及体质量指数比较(ｘ ± ｓ)

组别 绝经 / 年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对照组(ｎ ＝ ９４) １０ １５ ± ７ ７０ ２５ ７８ ± ３ ５７

早发组(ｎ ＝ １４４) ９ ６０ ± ７ １４ ２５ １７ ± ２ ６３

ｔ 值 ０ ８３７ １ ２１３

Ｐ 值 ０ ４８６ ０ ６４５

表 ２　 两组间不同绝经年龄分组比较[ｎ(％ )]

组别
≥５０ 岁

绝经

４６ ~ ５０ 岁

绝经

≤４５ 岁

绝经
χ２ Ｐ 值

对照组(ｎ ＝ ９４) ６０(６３ ８) ２８(２９ ８) ６(６ ４)

早发组(ｎ ＝ １４４) ６８(４７ ２) ４０(２７ ８) ３６(２５ ０) ７ ０８４ ０ ０２９

　 　 ３. 将绝经年龄分组ꎬ是否有糖尿病ꎬ高密度脂蛋

白ꎬ低密度脂蛋白ꎬ载脂蛋白 Ａꎬ载脂蛋白 Ｂꎬ糖化血

红蛋白ꎬ同型半胱氨酸ꎬ肾小球滤过率带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ꎬ提示 < ４５ 岁绝经、合并糖尿病、高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载脂蛋白 Ｂ、肾小球滤过率下降、高同

型半胱氨酸血症是早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ꎮ 载脂蛋

白 Ａ 为保护性因素ꎮ ＨＤＬ￣Ｃ 及 ＬＤＬ￣Ｃ 水平在模型

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讨　 论

本研究显示早发冠心病组患者绝经年龄更年

轻ꎬ４５ 岁之前绝经是女性早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ＯＲ ＝ ６ １０３ꎬ９５％ ＣＩ:１ ５０２ ~ ２４ ７８９ꎬ Ｐ ＝ ０ ０１１)ꎮ
绝经是女性独有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ꎬ绝经前女

性冠心病发病率显著低于男性ꎬ绝经期后冠心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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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快速上升ꎬ至 ６０ 岁时男女患病率已无明显差

别[７]ꎮ 但绝经年龄为非可控制因素ꎬ多项随机前瞻

大规模临床试验证明ꎬ激素替代治疗增加心血管疾

病风险ꎮ ＨＥＲＳⅠ[８]、ＨＥＲＳⅡ[９] 试验提示ꎬ雌激素

治疗不减少绝经期冠心病女性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危

险ꎬ反而增加血栓栓塞的发生率ꎮ 对早绝经的女性

应更关注其他危险因素的控制ꎬ并及时检查发现疾

患ꎬ及早治疗ꎮ
糖尿病是女性早发冠心病危险因素ꎬ国内相关

研究有相同的结论[１０]ꎮ 有糖尿病的女性发生冠心

病的概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３ ６７ 倍(ＯＲ ＝ ３ ６７７ꎬ
９５％ ＣＩ:１ ２７１ ~ １０ ６３５ꎬ Ｐ ＝ ０ ０１６)ꎮ 国内研究表

明[１１]我国女性糖尿病患病率趋势高于男性ꎬ相同年

龄的糖尿病患者ꎬ女性发生冠心病的危险是非糖尿

病患者的 ８ 倍ꎬ而男性仅为 ３ 倍ꎮ 对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１２]

研究进行分析发现ꎬ女性在糖尿病前期( 空腹糖耐

量异常: 空腹血糖 ５ ６ ~ ６ ９ｍｍｏｌ / Ｌ) 即可表现出

冠状动脉事件增加ꎬ其发生率与糖尿病患者相同ꎬ而
男性只有达到了糖尿病诊断标准之后才表现出冠状

动脉事件的增加ꎬ提示女性对高血糖更加不耐受ꎬ在
低于目前糖尿病诊断标准的血糖水平ꎬ女性比男性

更容易发生冠心病ꎮ 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死亡风险

明显高于非糖尿病者ꎬ这一现象在女性中表现尤为

突出ꎮ 所以对女性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及诊断后的严

格控制尤为重要ꎮ
血脂水平上ꎬ高 ＴＧꎬ ＬＤＬ￣Ｃ 水平两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ꎬ早发冠心病组较对照组的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但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中未显示出 ＨＤＬ￣Ｃ 是保护性因素ꎮ ＬＤＬ￣Ｃ 是致

动脉粥样硬化的基本因素是大家所公认的ꎬ一项荟

萃分析显示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每降低 １ ｍｍｏｌ / Ｌꎬ冠
心病死率就降低 １９％ [１３]ꎬ最新发布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１４]研究进一步确定的降低 ＬＤＬ￣Ｃ 的冠心病治疗

的硬道理ꎮ 但在本研究中女性早发冠心病组未显示

出比对照组有意义的 ＬＤＬ￣Ｃ 水平的升高ꎮ 而 ＨＤＬ￣
Ｃ 是人体内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脂蛋白ꎬ可逆向

转运泡沫细胞中的胆固醇ꎬ使胆固醇在肝脏中分解

代谢ꎬ并通过抗炎、抗栓、抗凋亡、抗氧化及保护血管

内皮功能等多种机制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的发生发

展[１５]ꎮ 国外多项研究[１６￣１７] 发现 ＨＤＬ￣Ｃ 水平及

ＬＤＬ￣Ｃ / ＨＤＬ￣Ｃ 等指标能更好的预测早发冠心病的

发病率ꎬＨＤＬ￣Ｃ 水平降低是早发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之一ꎬ在所有传统冠心病危险因素包括各种血脂指

标中ꎬ低水平的 ＨＤＬ￣Ｃ 是预测冠心病发病率的主要

贡献者ꎬ其次才是 ＬＤＬ￣Ｃ 水平ꎮ
本研究中 ＡｐｏＡ￣１ꎬＡｐｏＢ 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ꎬ早发冠心病组有较对照组低的 ＡｐｏＡ￣１ 和

较对照组高的 ＡｐｏＢꎬＡｐｏＡ￣１ 是避免早发冠心病的

独立的保护性因素(ＯＲ ＝ ０ ２７１ꎬ ９５％ ＣＩ:０ １０９ ~
０ ６７４ꎬ Ｐ ＝ ０ ００５)ꎬ而 ＡｐｏＢ 是早发冠心病的危险

因素 (ＯＲ ＝ ２ ８０３ꎬ ９５％ ＣＩ:１ １１４ ~ ７ ０５５ꎬ Ｐ ＝
０ ０２９)ꎬ这与国内外研究相符ꎮ ＡｐｏＢ 包括 ＡｐｏＢ ｌ００
和 ＡｐｏＢ ４０ 两种成分ꎬ是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成分ꎬ
其参与了胆固醇的吸收、转运和代谢的全过程ꎬ所以

ＡｐｏＢ 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较强ꎬ临床上对 ＣＨＤ 的预

测价值也高于 ＬＤＬ￣Ｃꎬ并可作为反映调脂药物疗效

的指标[１８]ꎬＡｐｏＡ￣１ 是 ＨＤＬ￣Ｃ 的主要成分ꎬ可能具有

ＣＨＤ 保护作用ꎬ甚至有人认为 ＡｐｏＡ￣１ 可以作为

ＣＨＤ 一个新的标记物[１９]ꎮ
本研究中提示早发冠心病组有更高的同型半胱

氨酸水平ꎬ并在多因素分析中提示是早发冠心病的

危险因素(ＯＲ ＝ １ ９８０ꎬ ９５％ ＣＩ:１ ０２ ~ ６ ６９ꎬ Ｐ ＝
０ ０３２)ꎬ与国内外相关研究一致ꎮ 高 Ｈｅｙ 是冠状动

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Ｈｅｙ 每升高 ５μｍｏｌ / Ｌꎬ冠心

病的风险在男性与女性人群中分别增加 ６０％ 和

８０％ ꎬ而 Ｈｅｙ 每下降 ３μｍｏｌ / Ｌꎬ冠心病风险下降

１１％ ꎬ与对照组相比外周血管疾病患者的 Ｈｅｙ 水平

也显著增加[２０￣２１]ꎮ
国内[２２￣２３]大量研究证实ꎬ慢性肾病(ＣＫＤ)是冠

心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ꎬ对冠心病有很大的预测

价值ꎬ近年来ꎬ国外多项研究[２４￣２６] 更证实了在肾功

能轻度降低人群中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的大幅增加ꎬ
本研究中亦提示早发冠心病组的肾小球滤过率要比

对照组低ꎬ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中亦提示肾小球滤过

率的降低为早发危险因素(ＯＲ ＝ １ ０１１ꎬ ９５％ ＣＩ:
１ ０２ ~ ６ ６９ꎬ Ｐ ＝ ０ ０３１)ꎮ

国内外研究还提示发现早发冠心病往往具有较

强的家族遗传背景ꎬ此外还有高血压、吸烟等因素有

关[２７￣２９]ꎬ国内相关研究也提示吸烟史、冠心病家族

史、高血压、纤维蛋白原、血红蛋白水平及肥胖等指

标早发组高于老年冠心病组[３０ ￣３１]ꎬ本研究中吸烟、
体质量指数、高血压病史、脑血管疾病史、早发冠心

病家族史及血红蛋白水平未见明显差异ꎬ可能与样

本量少ꎬ同时为回顾性研究ꎬ临床资料记载不详尽有

关ꎮ 今后可进行大样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总结ꎮ 综

上所述ꎬ对于绝经年龄早ꎬ合并糖尿病、ＬＤＨ￣Ｃꎬ高同

型半胱氨酸血症及肾功能损伤患者应给予积极的干

预ꎬ预防及及时明确冠心病ꎬ防止恶性心源性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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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对三尖瓣环
形态的研究

薛 超　 韩建成　 张 烨　 赵 映　 谷孝艳　 李治安　 张艳红　 何怡华

　 　 [摘要] 　 目的:应用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ＲＴ￣３Ｄ￣ＴＥＥ)ꎬ结合 ＱＬＡＢ 后处理分析软件对比分

析右心室收缩功能减低患者的三尖瓣环形态变化ꎮ 方法:收集少量或者无三尖瓣反流患者 １５ 例ꎬ作为

对照组ꎻ有中￣重度三尖瓣反流患者 ２３ 例ꎬ作为反流组ꎻ将有中￣重度三尖瓣反流患者按照右心室射血分

数(ＲＶＥＦ)进行分组ꎬＲＶＥＦ≥５０％ ꎬ１２ 例ꎻＲＶＥＦ≤４５％ ꎬ１１ 例ꎮ 所有患者均行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动

图检查ꎬ获取全容积图像ꎬ应用 ＱＬＡＢ 后处理分析软件的 ＭＶＱ 技术手动描记三尖瓣环ꎬ获得三尖瓣环最

大投影面积、最大周长、最大高度、最大瓣环左右径及前后径、投影面积变化率、周长变化率ꎮ 结果:①对

照组与反流组间有明显变化ꎬ瓣环最大投影面积及最大周长、瓣环最大左右径及前后径、最大投影面积

变化率、最大周长变化率及瓣环高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ꎻ②在反流组内ꎬ右心室收缩功能

减低组与右心室收缩功能正常组间ꎬ瓣环最大投影面积及最大周长、瓣环最大左右径及前后径、最大投

影面积变化率、最大周长变化率及瓣环高度没有差异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经食管实

时三维超声心动图结合分析软件能定量评价三尖瓣环形态及运动变化规律ꎬ严重三尖瓣反流较正常对

照组的瓣环结构发生变化ꎬ严重三尖瓣反流组内右心功能减低与右心功能正常的患者三尖瓣环结构没

有明显变化ꎮ
[关键词] 　 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ꎻ三尖瓣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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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三尖瓣反流是一个发展的疾病ꎬ随着瓣

环扩张ꎬ反流逐渐增多[１]ꎮ 严重的三尖瓣反流ꎬ将
会导致病死率增高[２]ꎮ 近年来ꎬ临床上对右心系统

的研究已经成为新的热点问题[３]ꎮ 由于右心室几

何结构的特殊性ꎬ传统超声检查不易获得完整清晰

图像ꎬ三尖瓣环是立体结构ꎬ二维超声不能完整显示

三尖瓣环的立体结构ꎬ不能反映三尖瓣环的形态ꎬ而
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随着技术的完善对瓣膜及瓣环

的显示越来越清晰完整使得超声对三尖瓣功能性反

流的研究变为可行ꎮ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观察正常

对照组与三尖瓣中￣重度反流组间三尖瓣环形态变

化ꎬ以及在三尖瓣中￣重度反流组内ꎬ右心室收缩功

能减低组与右心室收缩功能正常组间的三尖瓣环的

形态变化ꎮ

图 １　 心动周期内逐帧分析图像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收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在我院心外科行左心系统瓣膜置换术或者成形

术的患者 ３７ 例ꎬ没有三尖瓣反流或者微少量三尖瓣

反流患者 １５ 例ꎬ作为对照组ꎻ有中￣重度三尖瓣反流

患者 ２３ 例ꎬ作为反流组ꎻ将有中重度三尖瓣反流患

者按照右心室射血分数(ＲＶＥＦ)进行分组ꎬＲＶＥＦ≥
５０％ ꎬ１２ 例ꎻＲＶＥＦ≤４５％ ꎬ１１ 例ꎮ 正常对照组:男性

８ 例ꎬ女性 ７ 例ꎬ平均年龄(５１ ２ ± ７ ８)岁ꎻＲＶＥＦ 减

低组ꎬ男性 ４ 例ꎬ女性 ７ 例ꎬ平均(５２ １ ± ８ ２)岁ꎻ
ＲＶＥＦ 正常组:男性 ５ 例ꎬ女性 ６ 例ꎬ平均(４９ ３ ±
４ ８)岁ꎮ 入选标准:选取经清晰食管显示实时三维

超声心动图对右心房、三尖瓣环及右心室图像的患

者ꎮ 排除标准:右心室心肌病或者右心室缺血性心

肌病的患者ꎮ
２. 仪器与方法 　 (１)仪器:应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ＩＥ３３

超声心动图仪器ꎬＸ７￣２ｔ 实时三维经食管超声探头ꎬ
频率为 ２ ~ ７ＭＨｚꎮ

(２)方法:ＲＴ￣３Ｄ ＴＥＥ 采集原始数据ꎬ连接心电

图ꎬ在中食管平面采集实时三维图像ꎬ图像采集切面

为中食管四腔心切面ꎮ 留取 ３ 个心动周期ꎮ ＲＴ￣３Ｄ
ＴＥＥ 数据后处理分析: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数据应

用 ＱＬＡＢ 软件脱机分析:①根据心电图确定一个完

整的心动周期ꎻ②选择 ＭＶＱ 选项ꎬ该心动周期内进

行逐帧分析图像见(图 １Ａ ~ Ｂ)ꎻ③根据心电图来确

定瓣环各参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每个心动周期内

的具体时相ꎻ④手动在每一个二维切面的三尖瓣瓣

环上各标记两个点ꎬ共 １６ 个点ꎻ软件计算分析并追

踪每个点ꎬ并自动生成每一帧的三维三尖瓣瓣环模

型图ꎻ⑤根据标记生成的每一帧的三维三尖瓣形态

图ꎬ软件自动计算出以下三尖瓣瓣环参数:①三尖瓣

瓣环投影面积ꎻ②三尖瓣瓣环周长ꎻ③三尖瓣瓣环前

后径及左右径ꎮ 从而得出在整个心动周期内各时相

的上述参数的不同值以及上述参数在整个心动周期

内的变化率ꎮ
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软件ꎮ 所

有计量数据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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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三尖瓣环数据比较(ｘ ± ｓ)

组别
最大投影面积 /

ｍｍ２

投影面积

变化率 / ％
最大周

长 / ｍｍ
周长变化

率 / ％
瓣环高

度 / ｍｍ
最大前后

径 / ｍｍ
最大左右

径 / ｍｍ
对照组(ｎ ＝ １５) ８９５ ２ ± ２８７ ９ １４ ５ ± ８ １ １２０ ４ ± １８ ９ １１ １ ± ６ ２ ８ ００ ± ２ ４ ３２ ５ ± ６ ８ ３２ ６ ± ７ ３

病变组(ｎ ＝ ２３) １２４８ ２ ± ４３０ ８ ８ １ ± ５ ７ １３７ ４ ± ２０ ０ ６ ７ ± ５ ０ ５ ３ ± １ ４ ３８ ８ ± ７ ８ ３９ ６ ± ７ ３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表 ２　 ＲＶＥＦ 减低组与 ＲＶＥＦ 正常组三尖瓣环参数对照(ｘ ± ｓ)

组别
最大投影面积 /

ｍｍ２

投影面积

变化率 / ％
最大周

长 / ｍｍ
周长变化

率 / ％
瓣环高

度 / ｍｍ
最大前后

径 / ｍｍ
最大左右

径 / ｍｍ
ＲＶＥＦ 减低组(ｎ ＝ １２) ８１９ ３ ± ２６４ ２ １３ ７ ± ８ ２ １１４ １ ± １８ １ １１ ９ ± ６ ０ ７ １ ± ３ ８ ３２ ８ ± ６ ９ ２９ ５ ± ７ ７

ＲＶＥＦ 正常组(ｎ ＝ １１) １０９９ ８ ± ５３６ １ １４ ２ ± １１ ２ １２３ ５ ± ３０ ２ ８ ６ ± ７ ２ ５ ２ ± １ ６ ３５ ３ ± １０ ６ ３５ ８ ± １１ ７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结　 果

１. 正常组与三尖瓣有中重度反流组比较　 反流

组的瓣环最大投影面积及最大周长较对照组明显增

大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ꎻ反流组的瓣环最

大左右径及前后径较对照组增大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ꎻ瓣环高度较正常组明显减低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三尖瓣中重度反流组的瓣

环最大投影面积变化率及最大周长变化率较正常对

照组明显减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２)ꎮ
２. 在反流组内ꎬ ＲＶＥＦ 减低组与 ＲＶＥＦ 正常组

瓣环形态变化比较　 两组之间的瓣环最大投影面积

及最大周长、瓣环高度、最大投影面积变化率及最大

周长变化率无明显差别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２)ꎮ

讨　 论

三尖瓣装置包括瓣叶、瓣环、腱索和乳头肌ꎬ三
尖瓣环是三尖瓣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功能性三尖

瓣反流及右心功能影响三尖瓣环形态的变化ꎬ反过

来ꎬ三尖瓣环形态变化亦能影响三尖瓣反流和右心

功能ꎮ
传统的二维超声不能显示三尖瓣环的形态ꎬ亦

不能观察瓣环形态的变化ꎮ 而经食道实时三维超声

心动图的全容积图像ꎬ能存储三尖瓣环的立体结构ꎬ
结合 ＱＬＡＢ 分析软件的 ＭＶＱ 技术能够定量分析瓣

环的形态ꎮ 目前ꎬ已经有很多关于二尖瓣环的研

究[４]ꎬ但目前对于三尖瓣环形态的研究相对较少ꎮ
本研究使用实时三维经食管超声心动图观察三尖瓣

瓣环形态ꎬ并分析其在整个心动周期内的变化ꎬ这不

仅克服了传统二维超声无法在整体上观察三尖瓣瓣

环形态的缺点ꎬ而且避免肺遮挡比经胸三维超声获

得更多信息ꎮ
三尖瓣环形态在整个心动周期内都发生着改

变ꎬ瓣环面积和瓣环周长在舒张末期达到最大值ꎬ在
收缩末期达到最小值ꎬ正常三尖瓣环是个多平面的

结构ꎬ前叶与隔叶的交界是瓣环的最高点ꎬ后叶与隔

叶的交界是瓣环的最低点ꎬ前叶与后叶的交界位于

瓣环的中平面[５]ꎮ 由于三尖瓣环结构的复杂ꎬ较二

尖瓣环的鞍形结构研究更加困难ꎮ 本研究显示ꎬ三
尖瓣中重度反流组较正常对照组的瓣环形态均出现

了明显的变化ꎬ瓣环高度较正常组明显减低ꎬ瓣环平

面由多平面结构变得接近平面ꎬ三尖瓣环的面积和

周长都明显增加ꎬ同时瓣环左右径及前后径均增加ꎬ
本研究与文献报道一致[６]ꎮ 但是在三尖瓣均出现

了中重度反流的组内ꎬ当右心功能减低和右心功能

正常组间没有明显的差别ꎬ考虑由于当三尖瓣反流

逐渐加重ꎬ随着反流时间的延长ꎬ右心室功能是逐渐

受损[７]ꎬ三尖瓣反流是一个逐渐发展的疾病[１]ꎬ三
尖瓣环扩张ꎬ右心室功能最后受损ꎬ所以对于有中重

度三尖瓣反流的患者ꎬ三尖瓣环已经明显扩大ꎬ瓣环

接近平面化ꎬ所以对于是否有右心室收缩功能减低ꎬ
两者间的瓣环没有明显变化ꎮ

三尖瓣环的面积变化率及周长变化率在中重度

三尖瓣反流的患者较正常人均明显减低ꎬ进一步证

明三尖瓣环在收缩期及舒张期的变化减小即功能改

变引起了血流动力学的变化ꎬ出现了三尖瓣反流ꎬ从
结果中观察ꎬ变化减小的三尖瓣环出现的反流越明

显ꎬ当出现中重度三尖瓣反流ꎬ三尖瓣环扩张ꎬ并且

接近一个平面结构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尖瓣反流ꎬ
应尽量恢复三尖瓣环的立体结构ꎮ

总之ꎬ 经食道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结合分析软

件很好地分析了三尖瓣环的形态ꎬ对于中重度三尖

瓣反流患者较正常人有明显变化ꎬ但是ꎬ中重度三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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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反流的患者在右心功能减低与正常组之间没有明

显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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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论文中常见统计学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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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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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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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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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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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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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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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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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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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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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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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编辑部

７３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６ ０１ ００９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２２ 湖北省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心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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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胸腔镜辅助微创二尖瓣及主动脉瓣双瓣
置换术１４ 例临床分析

龙艳丽　 周 榕　 祁 明　 曾祥军

　 　 [摘要] 　 目的:评价胸腔镜辅助微创二尖瓣及主动脉瓣双瓣置换术(ＭＡＶＲ)的安全性及疗效ꎮ 方

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间ꎬ行传统开胸方式(３０ 例)ꎬ和应用胸腔镜辅助微创方式(１４
例)ꎬ行 ＳＭＡＶＲ 患者ꎬ比较开胸及胸腔镜辅助微创两组患者术中及围术期相关指标及术后相关并发症ꎮ
结果:全组无死亡病例ꎬ胸腔镜辅助微创 ＭＡＶＲ 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住院时间短于开胸组[(１０ ２ ±
５ ４) ｖｓ. (１９ ２ ± ８ ３)ｈꎬ(８ ２ ± １ ４)ｖｓ. (９ ７ ± １ ６) ｄꎬ Ｐ < ０ ０５]ꎻ胸腔镜辅助组胸腔引流量少于开胸组

[(６３７ ± １８３)ｖｓ. (８８８ ± ３０４)ｍＬꎬ Ｐ < ０ ０５]ꎻ两组间总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结

论:胸腔镜辅助微创 ＭＡＶＲ 手术创伤小、恢复快ꎬ安全可靠ꎬ临床效果满意ꎮ
[关键词] 　 胸腔镜辅助ꎻ双瓣置换术ꎻ周围体外循环ꎻ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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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ａｏｒ￣
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４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Ｍａｒ ２０１２ ｔｏ Ｊｕｎ ２０１５ꎬ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ｎ ＝ ３０) ｏｒ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ｎ ＝ １４)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ｒｖｉ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ｅｗｅｒ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ｔａｙ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１０ ２ ± ５ ４ ) ｖｓ. (１９ ２ ± ８ ３) ｈꎬ Ｐ < ０ ０５]ꎬ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 [(８ ２ ± １ ４) ｖｓ. (９ ７ ± １ ６) ｄꎬ Ｐ < ０ ０５]ꎬ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６３７
± １８３) ｖｓ. (８８８ ± ３０４) ｍＬꎬ Ｐ < ０ ０５]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ｎ 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ｍｉｎｉ￣
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ｍｉｔｒ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
ｙꎬ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ꎬ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ｐａｉｎꎬ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ꎻ Ｄｏｕｂｌｅ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ꎻ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ꎻ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近年来ꎬ电视胸腔镜在心脏外科手术中应用越

来越广泛ꎬ目前已能进行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单纯二

尖瓣或主动脉瓣疾病等心脏外科手术ꎮ 对于胸腔镜

辅助下二尖瓣及主动脉瓣双瓣置换手术(ｍｉ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ꎬ ＭＡＶＲ)ꎬ我国开展尚较少ꎬ

我院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已经成功开展

ＭＡＶＲ １４ 例ꎬ效果满意ꎬ与传统手术相比ꎬ该手术创

伤小、疼痛轻、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短、术后住院时

间短、术后胸腔引流量少、输血量少及恢复快ꎬ故为

微创手术ꎮ 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本组 ＭＡＶＲ 病例 １４ 例ꎬ同期行

８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三尖瓣成形术 ４ 例ꎬ同期行(ＭＡＺＥ)术 ３ 例ꎬ男性 １１
例ꎬ女性 ３ 例ꎬ年龄 ３９ ~ ５９ 岁ꎬ平均(４４ ± １０)岁ꎬ平
均体质量(６１ ± ６)ｋｇꎮ 术前心功能(ＮＹＨＡ 分级)ꎬＩ
级 ２ 例ꎻＩＩ 级 ８ 例ꎻＩＩＩ 级 ４ 例ꎬ病因:风湿性心脏病

１３ 例ꎬ瓣膜黏液样变性 １ 例ꎮ 术前超声心动图提

示:术前超声心动图提示:二尖瓣及主动脉瓣关闭不

全 ３ 例ꎬ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２ 例ꎬ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并主动脉瓣狭窄 １ 例ꎬ二
尖瓣及主动脉瓣狭窄关闭不全 ３ 例ꎬ主动脉瓣狭窄

关闭不全并二尖瓣关闭不全 ２ 例ꎬ主动脉瓣狭窄关

闭不全并二尖瓣狭窄 ３ 例ꎮ 所有选择病例均为联合

瓣膜病ꎮ 本组病例根据临床症状、体征ꎬ结合超声心

动图、胸 Ｘ 线片、心电图明确诊断ꎮ 超声心动图提

示:合并三尖瓣关闭不全 ４ 例ꎮ 心电图提示心房颤

动 ６ 例ꎮ 排除标准:年龄 > ６０ 岁ꎬ存在右侧胸膜粘

连、下肢动脉硬化、狭窄ꎮ 同期随机选取行传统手术

方式双瓣置换患者 ３０ 例ꎬ作为比较对象ꎬ男性 ２３
例ꎬ女性 ７ 例ꎬ年龄 ３２ ~ ６５ 岁ꎬ平均(４９ ± ９)岁ꎬ平均

体质量(６１ ± ７)ｋｇꎬ两组患者在性别、病种方面均无

显著性差异ꎮ
２. 手术方法　 患者全麻后插双腔气管插管ꎬ常

规行左侧颈内静脉置管及桡动脉置管ꎮ 右侧胸部抬

高 ３０°ꎬ于右侧颈内静脉插(１６Ｆ)静脉管备用ꎮ 于右

侧腹股沟做直切口ꎬ显露股动、静脉ꎬ经股动静脉插

管建立体外循环ꎮ 取右侧胸骨旁第三肋间前外侧约

５ｃｍ 切口ꎬ塌陷右侧肺后ꎬ于右侧膈神经前切开并悬

吊心包ꎬ置入二氧化碳吹气管ꎬ由主动脉根部缝置灌

注管ꎮ 右侧锁骨中线第 ５ 肋间置入胸腔镜ꎮ 右侧腋

下第 ３ 肋间置入主动脉阻断钳ꎮ 经右上肺静脉放左

心引流ꎮ 降温ꎬ阻断升主动脉ꎬ切开升主动脉ꎬ经左

右冠直接灌注含血停跳液ꎬ心脏停跳后ꎬ经右心房、
房间隔切口或者房间沟切口ꎬ显露二尖瓣ꎬ用人工二

尖瓣替换ꎬ全周以 １０ ~ １２ 针 ２ / ０ 爱惜邦带垫片间断

缝合ꎮ 经升主动脉切口ꎬ切除主动脉瓣ꎬ全周以 ９￣１０
针 ２ / ０ 爱惜邦带垫片间断缝合人工主动脉瓣ꎮ 缝合

升主动脉切口ꎬ升主动脉根部排气ꎬ开放升主动脉阻

断钳ꎬ心脏自动复跳ꎬ三尖瓣反流患者常规用戊二醛

处理后的心包条行三尖瓣环环缩 ４ ~ ６ 针ꎬ打水试验

满意ꎮ 给呼吸ꎬ逐渐脱离体外循环ꎮ 放置右胸腔引

流管一根ꎬ常规关胸ꎬ缝合腹股沟处切口ꎮ
４. 术后治疗　 术后早期治疗与传统开胸换瓣相

似ꎮ 术后即转入 ＩＣＵꎬ持续呼吸机辅助ꎬ给予维护心

功能治疗ꎮ 术后第一天引流减少后开始华法林抗凝

治疗ꎬ机械瓣置换术后或心房颤动患者终生抗凝治

疗ꎮ 定期门诊监测心率、血压ꎬ监测 ＩＮＲ 值ꎬ根据

ＩＮＲ 值调整华法林剂量ꎬ定期复查超声心动图了解

心腔内结构、胸 Ｘ 线片、心电图ꎮ 评价人工瓣机能

情况及心功能恢复情况ꎮ
５. 统计学处理　 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分析ꎮ 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两组比

较采用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率)表示ꎬ采用卡

方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一般临床资料 　 两组患者的年龄、体质量、
升主动脉、左心房、左心室大小、ＥＦ 值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ꎮ
２. 手术结果 　 (１) 全组无死亡病例ꎬ术中无 １

例转正中切口ꎬ手术时间 ３ ５ ~ ８ ８ｈꎬ平均(６ ０ ±
１ ４)ｈꎬ升主动脉阻断时间 １１５ ~ ２８４ｍｉｎꎬ平均(１９１
± ４３)ｍｉｎꎬ体外循环时间 １１５ ~ ３０７ｍｉｎꎬ平均(２３８ ±
５３)ｍｉｎꎬ 呼吸机辅助时间 ５ ２ ~ ３４ｈꎬ平均(１０ ２ ±
５ ４)ｈꎬＩＣＵ 住院时间 １ ~ ３ ｄꎬ平均(２ １ ± ０ ５)ｄꎬ术
后住院时间 ６ ~ １０ｄꎬ平均(８ ２ ± １ ４)ｄꎬ术后 ７２ｈ 内

胸腔引流量(６３７ ± １８３)ｍＬꎮ 传统手术组的呼吸机

辅助时间、ＩＣＵ 住院时间、术后住院总时间均明显长

于胸腔镜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胸腔镜

组患者手术时间、阻断时间、体外循环有所延长ꎬ但
并发症无明显增加ꎬ术后 １ｈ 乳酸无明显增加ꎬ血管

活性药物评分增加不明显ꎬ静脉血氧饱和度无明显

差异ꎬ心排指数无明显下降ꎮ 本组患者术后呼吸机

辅助时间短ꎬ胸腔引流量少ꎬ输血少ꎬ术后 ＩＣＵ 时间

短ꎬ恢复快ꎮ
(２) 术后早期超声心动图结果提示:人工瓣机

能正常 １３ 例ꎬ 左心房、左心室较前明显缩小ꎬ１ 例

轻￣中度反流ꎬ２ 例轻度反流ꎬ其余均正常ꎬ人工瓣瓣

周漏 １ 例ꎬ瓣周漏大小 ０ ２ｃｍꎬ瓣周漏位于二尖瓣内

交界处ꎬ随访中患者一直临床心功能正常ꎬ目前药物

治疗ꎮ 本组病例除一例患者因主动脉根部渗血致体

外循环时间延长ꎬ患者术后苏醒延迟外ꎬ无一例出现

神经系统并发症ꎻ术后无肺部严重感染病例ꎬ肾功能

损害 １ 例ꎬ出院前即恢复正常ꎻ二开止血 １ 例ꎬ该患

者因术后血小板计数低下输入血小板 １ 人份ꎻ术后

伤口疼痛主诉少ꎻ１ 例患者术后右侧少量气胸ꎮ 本

例患者术后并发症中发生率较高的为右肺不张ꎬ３
例患者术后早期胸片提示右下肺节段性膨胀不全ꎬ
术后 １ 个月复查所有患者肺复张良好(表 ２ ~ ３)ꎮ

(３) 随访结果:患者多在 １ 个月左右能恢复正

９３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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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及术后结果比较[ｘ ± ｓꎬｎ(％ )]
项目 传统手术组(ｎ ＝ ３０) 胸腔镜组(ｎ ＝ １４)

年龄 / 岁 ４９ ± ９ ４４ ± １０
平均体质量 / ｋｇ ６１ ± ７ ６１ ± ６
升主动脉 / ｍｍ ３５ ± ７ ３４ ± ４
左心房前后径 / ｍｍ ５１ ± ４ ５０ ± ５
左心室舒末径 / ｍｍ ６７ ± ８ ６５ ± １０
ＥＦ / ％ ５２ ± ４ ５１ ± ３
阻断时间 / ｍｉｎ １３１ ± ３４ １９１ ± ４３
体外循环时间 / ｍｉｎ １６１ ± ３８ ２３８ ± ５３
呼吸机辅助时间 / ) １９ ２ ± ８ ３∗ １０ ２ ± ５ ４∗

手术时间 / ｈ ５ １ ± １ １ ６ ０ ± １ ４
ＩＣＵ 住院时间 / ｄ ２ ８ ± ０ ７∗ ２ １ ± ０ ５∗

术后住院总时间 / ｄ ９ ７ ± １ ６∗ ８ ２ ± １ ４∗

７２ 小时总胸引量 / ｍＬ ８８８ ± ３０４∗ ６３７ ± １８３∗

表 ２　 统传手术组和胸腔镜手术组并发症比较[ｎ(％ )]
　 　 项目 传统手术组(ｎ ＝ ３０) 胸腔镜组(ｎ ＝ １４)
苏醒延迟 ２(６ ７) １(７ １)
脑梗死 １(３ ３) ０
肺部感染 １(３ ３) ０
肌酐较术前上升 ３０％ ２(６ ７) １(７ １)
肺不张 ２(６ ７) ３(２１ ４)
气胸 ２(６ ７) １(７ １)
二开止血 ２(６ ７) １(７ １)
瓣周漏 １(３ ３) １(７ １)

表 ３　 两组术后 １ 小时心功能比较(ｘ ± ｓ)
　 　 项目 传统手术组(ｎ ＝ ３０) 胸腔镜组(ｎ ＝ １４)
乳酸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１ ± １ ５ ４ ８ ± ０ ９
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８ ４ ± ３ ４ ９ ２ ± ２ ９
静脉氧饱和度 / ％ ５５ ± １４ １ ５７ ± １７ ２
心排指数 ２ １４ ± ０ ５３ １ ９４ ± ０ ４２

讨　 论

随着微创外科理念的不断推广与普及ꎬ胸腔镜

技术逐渐应用于心血管外科领域ꎬ已经能够完成部

分手术ꎮ 胸腔镜心脏手术是传统心血管外科技术和

腔镜外科技术的结合[１]ꎮ 胸腔镜手术与传统手术

相比ꎬ其优点是使微创小切口手术中的手术视野放

大ꎬ术者可以观察到手术对象的细微情况ꎬ使手术操

作更加精细ꎻ胸腔镜对视野的显露较传统手术好ꎮ
缺点是胸腔镜手术器械的活动范围受到胸壁微创小

孔的限制ꎬ操作难度较大ꎬ学习曲线较长ꎮ 目前ꎬ随
着技术的提高和器械的改进ꎬ手术时间较前缩短ꎬ胸
腔镜心脏手术的适应证逐步扩大[２]ꎬ其优点显著:
手术径路不使用传统的胸骨正中切口ꎬ采用真正的

微创伤切口ꎬ从右肋间进胸ꎬ约 １ ~ ５ｃｍ 小切口ꎬ更
小的创伤减缓了患者术后的疼痛[３]ꎬ而且失血少ꎬ

恢复快ꎬ美容效果好ꎬ视野清晰ꎬ病人在心理上也更

能接受[４]ꎮ
目前胸腔镜心脏外科手术在国内开展单瓣成形

或单瓣置换术较多ꎬ对于双瓣置换病例报道较少ꎬ我
院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期间ꎬ已经成功开

展胸腔镜辅助下双瓣置换手术 １４ 例ꎮ
由于胸腔镜辅助二尖瓣及主动脉瓣置换手术在

国内开展较少ꎬ考虑到手术的安全性和临床效果ꎬ我
院手术适应证的选择较为严格ꎬ患者年龄多在 ６０ 岁

以下ꎬ胸廓空间较大ꎬ体型偏瘦ꎬ二尖瓣及主动脉瓣

联合病变ꎬ部分可合并三尖瓣病变、心房颤动、左心

房血栓ꎬ瓣膜钙化程度不重ꎬ心功能 ＩＩ 级或以上者ꎮ
而对于存在右侧胸腔严重粘连或二次手术病史者

(如患者有右侧胸腔放疗病史、右侧胸膜炎、右侧胸

部外伤史等)、以及周围血管病变或畸形不能实施

周围体外循环[５](如高龄患者存在严重股动脉粥样

硬化或股动脉严重细小或极低体质量的患者)、或
者其升主动脉明显扩张、瓣膜钙化严重、心功能极差

的患者则视为胸腔镜辅助双瓣置换的禁忌证ꎮ 本组

病例中术后一例瓣周漏ꎬ瓣周漏位于二尖瓣内交界ꎬ
术前超声提示该处钙化严重ꎬ术中清除钙化组织较

多ꎬ保留缝合缘偏少有关ꎮ 为了减少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率ꎬ术前需通过体格检查、既往病史、结合胸片、
心脏彩超、腹部大血管彩超或大血管 ＣＴ 进行严格

评估[６]ꎮ 术前行 ＣＴ 检查明确升主动脉位置ꎬ如手

术中发现升主动脉位置与切口距离过远ꎬ可给与左

肺静态膨肺(ＰＥＥＰ￣１０ｍｂａｒ)促使纵膈右移ꎬ更好的

显露主动脉瓣ꎮ 一旦术中出现下列情况需转正中开

胸继续手术:①术中发现胸腔严重粘连ꎻ②术中发现

合并其他畸形不能经胸腔镜手术进行同期矫治ꎻ③
术中出现严重出血ꎻ④体外循环不能继续等ꎮ 术后

需积极预防并发症ꎬ如气胸、血胸、胸腔积液、股动、
静脉血栓及狭窄ꎻ伤口愈合不良或感染ꎮ

胸壁切口的狭小限制了手术器械的活动范围ꎬ
因而如何保证胸腔镜辅助下心脏手术的质量和安全

性尤其显得重要ꎮ 对于胸腔镜辅助二尖瓣及主动脉

瓣双瓣置换术的操作ꎬ我们认为注意以下几点很重

要:①股动静脉插管[７]ꎻ②直接切开升主动脉ꎬ从左

右冠状动脉开口处灌注停跳液ꎬ手术过程中ꎬ由于手

术时间较长ꎬ需积极进行保护心肌ꎬ约每 ３０ 分钟及

时灌注一次停跳液[８]ꎻ③全胸腔镜下行二尖瓣置换

术ꎬ术中胸腔镜的使用让二尖瓣的显露更好ꎬ操作更

方便ꎬ降低手术难度ꎬ扩大了二尖瓣手术的适应

　 　 　 　 (下转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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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小体质量法洛四联症患儿术后毛细血管渗漏
综合征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张汀洲　 贺 彦　 刘迎龙

　 　 [摘要] 　 目的:对小体质量法洛四联症患儿( < １０ｋｇ)术后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发生进行相关因

素分析ꎮ 方法:回顾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外科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行法洛四联症

矫治术的 １８３ 例患儿ꎬ < １０ｋｇ 的患儿为 ９５ 例ꎮ 其中 １０ｋｇ 以下渗漏者有 ２５ 例ꎬ非渗漏者有 ７０ 例两者进

行统计学分析ꎮ 选择与法洛四联症矫治术后渗漏关系密切的因素作为可能的危险因素ꎬ包括刚入 ＩＣＵ
的中心静脉压(ＣＶＰ)、年龄、Ｍｃｇｏｏｎ 值、侧枝情况、阻断时间、体外循环时间、最低体温、复温时间与体外

循环时间比值(Ｒ / Ｃ)、体外总血容量与预充量比值(Ａ / Ｐ)及术中血管活性药指数( ＩＳ)ꎬ是否进行右心室

切口、是否跨肺动脉瓣环进行修补及是否应用牛颈静脉带瓣跨环补片ꎬ体外总血容量包括自身血容量及

体外补充胶体量ꎬ其中自身血容量以 ８０ｍＬ / ｋｇ 计算ꎮ 结果:在刚入 ＩＣＵ 中心静脉压(ＣＶＰ)、阻断时间、体
外循环时间、术中血管活性药指数方面渗漏组较未渗漏组显著增加ꎬ而复温时间与体外循环时间比值、
体外总血容量与预充量比值方面渗漏组较未渗漏组显著减少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ꎬ体外总血容量与预充量比值(Ｂ ＝ － ４ ８８２ꎬ ＯＲ ＝ ０ ００８ꎬ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１ ~ ０ １０３ꎬＰ ＝ ０ ０００)、复温时间

与体外循环时间比值(Ｂ ＝ － ２ ８４１ꎬＯＲ ＝ ０ ０５８ꎬ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６ ~ ０ ５８３ꎬＰ ＝ ０ ０１６)对渗漏的影响显著ꎬ
对应的 Ｐ < ０ ０５ꎬ且为负向影响ꎻ术中刚入 ＩＣＵ 的中心静脉压(ＣＶＰ) (Ｂ ＝ ０ ４１４ꎬＯＲ ＝ １ ５１３ꎬ９５％ ＣＩ:
１ １４２ ~ ２ ００６ꎬＰ ＝ ０ ００４)对渗漏的影响显著ꎬ对应的 Ｐ < ０ ０５ꎬ且为正向影响ꎮ 结论:体外总血容量与

预充量比值、复温时间与体外循环时间比值对渗漏的影响显著ꎬ比值增高ꎬ发生渗漏可能性降低ꎻ术中刚

入 ＩＣＵ 的 ＣＶＰ 对渗漏的预测力显著ꎬ数值升高ꎬ渗漏发生率越高ꎮ
[关键词] 　 法洛四联症ꎻ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ꎻ 危险因素ꎻ 晶体及胶体容量ꎻ 复温及体外循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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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ｓ ｍ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ｔｈｅ ＣＶＰ ｆｏｒ ｊｕｓｔ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ＣＵ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ａｇｅꎬ Ｍｃｇｏｏｎ ｖａｌｕｅꎬ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ꎬ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Ｒ / Ｃ)ꎬ 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ｂ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ｉｔｓｅｌｆ ＋ ａｄｄｅｄ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Ａ / Ｐ)ꎬ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 ｄｒｕｇｓ ｉｎｄｅｘ (ＩＳ)ꎬ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ꎬ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ｌｖｅ 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ｐａｉｒꎬ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ｕｓｅ ｖａｌｖｅｄ ｂｏｖｉｎｅ ｊｕｇｕｌａｒ ｖｅｉｎ ｃｏｎｄｕｉｔ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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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ｗｎ ｂ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８０ ｍｌ / ｋ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ＶＰ ｆｏｒ ｊｕｓｔ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ＣＵꎬ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ｔｉｍｅꎬ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 ｄｒｕｇ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Ｒ /
Ｃ)ꎬ 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ｂ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ｖｉｔｒｏ ( ｉｔｓｅｌｆ ＋ ａｄｄｅｄ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Ａ / Ｐ)ꎬ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ｓ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ꎬ ｗｅ ｍａｄｅ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ｏ￣
ｇｅｔｈｅｒ ｂ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ｉｔｓｅｌｆ ＋ ａｄｄｅｄ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Ａ / Ｐ) (Ｂ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４ ８８２ꎬ ＯＲ ＝ ０ ００８ꎬ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１ ~ ０ １０３ꎬＰ ＝ ０ ０００)ꎬ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Ｒ / Ｃ) (Ｂ ｖａｌｕｅ ｉｓ￣２ ８４１ꎬＯＲ ＝ ０ ０５８ꎬ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６ ~ ０ ５８３ꎬＰ ＝ ０ ０１６) 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０ 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ꎻ ｔｈｅ ＣＶＰ ｆｏｒ ｊｕｓｔ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ＣＵ (Ｂ ＝
０ ４１４ꎬＯＲ ＝ １ ５１３ꎬ ９５％ ＣＩ:１ １４２ ~ ２ ００６ꎬＰ ＝ ０ ００４)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０ 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ｂ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ｉｔｓｅｌｆ ＋ ａｄｄｅｄ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Ａ / Ｐ)ꎬ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Ｒ / Ｃ)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ＶＰ ｆｏｒ
ｊｕｓｔ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ＣＵ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ꎻ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ｌｅａｋ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ꎻ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ꎻ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ꎻ
Ｒｅ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ｔｉｍｅ

　 　 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ｌｅａｋ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ＣＬＳ)是一种以低蛋白血症、低血压、全身水肿为主

要表现的综合征ꎮ 病理表现主要是突发的毛细血管

通透性增加ꎬ血浆迅速从血管渗透到组织间隙ꎬ导致

低蛋白血症、低血容量及低血压等症状ꎬ严重时可发

生多器官衰竭ꎮ 其最常见的发生原因为严重感染ꎬ
体外循环术后等ꎮ 近年来ꎬ随着人们对于先天性心

脏病(先心病)术后早期监护的重视ꎬ逐渐意识到体

外循环术后发生渗漏的患者需要早期的发现及治

疗ꎬ特别是小体质量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ꎮ 而对于

法洛四联症手术的患儿ꎬ其基本病理为室间隔缺损、
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骑跨和右心室肥厚ꎬ以往认为其

预后主要取决于肺动脉狭窄程度及侧支循环情况ꎮ
但临床中我们也发现ꎬ有些解剖矫正满意的患儿术

后出现严重渗漏ꎬ胶体需要量增加ꎬ带管时间延长ꎬ
甚至有死亡的病例ꎬ基于临床中的发现我们对发生

渗漏可能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为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

脏外科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行
法洛四联症矫治术的 １８３ 例患儿ꎬ < １０ｋｇ 的患儿为

９５ 例ꎮ 其中 １０ｋｇ 以下渗漏者 ２５ 例ꎬ非渗漏者 ７０
例ꎬ两组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ＣＬＳ 的诊断标准:①存在

ＣＬＳ 的高危因素(如体外循环、感染等)ꎻ②非出血

性原因导致低血容量的情况下ꎬ胶体用量增加ꎻ③全

身皮肤黏膜严重水肿、球结膜水肿、眼泪溢出增多呈

血浆样ꎬ血压及中心静脉压均(ＣＶＰ)降低ꎬ少尿ꎬ体
质量增加ꎬ胸腔积液ꎬ腹腔积液ꎬ心包积液等ꎻ④低氧

血症ꎻ⑤胸 Ｘ 线片示肺内呈间质渗出性改变ꎻ⑥实

验室检查示血浆蛋白降低ꎮ
２. 手术方法　 手术在全麻中低温体外循环下进

行ꎬ术中应用膜肺氧合器ꎬ控制鼻温在 ２８℃ ~ ３０℃ꎬ
术中常规应用超滤器超滤水份及炎性介质ꎮ 手术方

式:经右心房切口ꎬ部分需再行右心室切口进行心内

修复ꎬ肺动脉下右心室流出道补片ꎬ必要时应用跨瓣

环右心室流出道补片ꎮ
３. 基本资料收集　 选择与法洛四联症矫治术后

渗漏关系密切的因素作为可能的危险因素ꎬ如:刚入

ＩＣＵ 的 ＣＶＰ、年龄、Ｍｃｇｏｏｎ 值、侧枝情况、阻断时间、
体外循环时间、最低体温、复温时间与体外循环时间

比值(Ｒ / Ｃ)、体外总血容量与预充量比值(Ａ / Ｐ)、术
中血管活性药指数( ＩＳ)、是否进行右心室切口、是
否跨肺动脉瓣环进行修补及是否应用牛颈静脉带瓣

跨环补片ꎮ 体外总血容量包括自身血容量及体外补

充血容量ꎬ其中自身血容量以 ８０ｍＬ / ｋｇ 计算ꎮ
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的统计软件ꎮ

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采
取两样本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率)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及 Ｆｉｓｈｅｒ’ｓ 精确检验. 将 Ｐ < ０ ０５ 的变量纳

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系统确立独立危险因素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潜在因素描述及单因素分析结果　 根据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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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ｘ ± ｓ)
项目 未渗漏组(ｎ ＝ ７０ 例) 渗漏组(ｎ ＝ ２５ 例) ｔ 值 / 卡方值 Ｐ 值

年龄 / 月 １０ ５６ ± ０ ４３ １０ ３２ ± ０ ７８ ０ ２８３ ０ ７７８
Ｍｃｇｏｏｎ 值 １ ９７ ± ０ ０６ １ ９６ ± ０ １０ ０ ０６６ ０ ９４８
阻断时间 / ｈ ５２ ９７ ± ２ ０２ ７２ ０４ ± ３ ６６ － ３ ７４０ ０ ０００
体外循环时间 / ℃ ８６ ７４ ± ２ ７４ １０８ ２０ ± ５ ９３ － ３ ８２９ ０ ０００
最低体温 / ℃ ２９ ４５ ± ０ １９ ２９ ３１ ± ０ ３２ ０ ３６２ ０ ７１８
复温时间与体外循环时间比值(Ｒ / Ｃ) ０ ４０ ± ０ ０１ ０ ３５ ± ０ ０２ ２ ４１０ ０ ０１８
体外总血容量与预充量比值(Ａ / Ｐ) １ ０３ ± ０ ０３ ０ ８１ ± ０ ０５ ３ ５４１ ０ ００１
刚入 ＩＣＵ 的 ＣＶＰ １０ ７７ ± ０ ２６ １２ ６４ ± ０ ４９ － ３ ５８２ ０ ００１
术中血管活性药指数(ＩＳ) １０ ９４ ± ０ ５２ １３ ５６ ± ０ ８４ － ２ ６２５ ０ ０１０
侧枝情况＃ ２３ / ７０ １３ / ２５ ２ １１３ ０ １４６
右心室切口 ＋ ６１ / ７０ ２４ / ２５ ０ ２８３
跨环情况＃ ３０ / ７０ １４ / ２５ ０ ８０６ ０ ３６９
应用牛颈静脉带瓣补片 ＋ ５ / ３０ １ / １４ ０ ６４７

表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结果

危险因素 Ｂ Ｓ. Ｅ. Ｗａｌｓ ＯＲ 值 ＥＸＰ(Ｂ) ９５％ ＣＩ Ｐ 值

入 ＩＣＵ 的 ＣＶＰ ０ ４１４ ０ １４４ ８ ３０３ １ ５１３ １ １４２ ~ ２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复温时间与体外循环时间比值(Ｒ / Ｃ) － ２ ８４１ １ １７４ ５ ８５６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６ ~ ０ ５８３ ０ ０１６
体外总血容量与预充量比值(Ａ / Ｐ) － ４ ８８２ １ ３３０ １３ ４８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 ０ １０３ ０ ０００

可知ꎬ刚入 ＩＣＵ 的 ＣＶＰ、阻断时间、体外循环时间、
术中血管活性药指数方面ꎬ渗漏组较未渗漏组显著

增加ꎬ而复温时间与体外循环时间比值、体外总血容

量与预充量比值方面渗漏组较未渗漏组显著减少ꎮ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结果　 通过表 ２ 的逻辑回

归结果发现:体外总血容量与预充量比值 ( Ｂ ＝
－ ４ ８８２ꎬＯＲ ＝ ０ ００８ꎬ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１ ~ ０ １０３ꎬＰ ＝
０ ０００)、复温时间与体外 循 环 时 间 比 值 ( Ｂ ＝
－ ２ ８４１ꎬＯＲ ＝ ０ ０５８ꎬ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６ ~ ０ ５８３ꎬＰ ＝
０ ０１６)对渗漏的影响显著ꎬ对应的 Ｐ < ０ ０５ꎬ且为负

向影响ꎻ刚入 ＩＣＵ 的 ＣＶＰ(Ｂ ＝ ０ ４１４ꎬＯＲ ＝ １ ５１３ꎬ
９５％ ＣＩ:１ １４２ ~ ２ ００６ꎬＰ ＝ ０ ００４)对渗漏的影响显

著ꎬ对应的 Ｐ < ０ ０５ꎬ且为正向影响ꎮ

讨　 论

体外循环术后全身炎症反应:当人血液与非生

理性管道等异物接触后ꎬ会激发单核巨噬细胞ꎬ其会

释放大量细胞因子[１]ꎮ 由单核巨噬细胞释放的多

种细胞因子ꎬ如 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 为促炎性因子[２]ꎬ
促炎症因子的释放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ꎬ毛细血

管通透性增加ꎬ大量液体渗漏至组织间隙ꎬ形成组织

水肿、腹水、胸水及肺水肿ꎮ 而体外时间越长ꎬ炎性

因子释放增加ꎬ术后渗漏的发生率越高[３]ꎮ 本次研

究亦发现发生渗漏的体外循环时间显著高于非渗漏

组ꎻ而阻断时间在渗漏组与非渗漏组相比也有显著

增加ꎬ原因可能为阻断时间延长导致促炎因子 ＩＬ￣６、
ＴＮＦ￣α 的增加[４]ꎬ前面提到促炎因子与渗漏发生明

显相关ꎬ故阻断时间的长短与渗漏也是显著相关的ꎮ
体温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中等低体温(２８℃)与

常体温(３５℃)相比促炎性因子的释放明显增加[５]ꎮ
不仅如此ꎬＨｅｌｔｎｅ[６]等人对猪的研究发现ꎬ低体温导

致更多液体向组织间隙中转移ꎮ 但低体温在体外循

环中仍有积极意义的ꎬ能减少器官的代谢率ꎬ由于法

洛四联症患儿的术前侧枝较多ꎬ术中回血偏多影响

手术视野ꎬ为了术野清晰ꎬ往往选择中等低温进行灌

注ꎬ低体温势必导致灌注减低ꎬ乳酸及炎症因子释放

增多ꎮ 此次选择了复温时间与体外循环时间的比值

进行统计研究ꎬ结果表明ꎬ比值不仅与渗漏有相关

性ꎬ并呈负相关ꎬ即比值增大ꎬ发生渗漏的几率越小ꎮ
可能的原因为体外时间越长ꎬ炎性因子及乳酸的代

谢产物增加ꎬ尤其法四矫治手术通常为中等低体温

灌注ꎬ因此会积攒更多的炎性因子及代谢产物ꎬ当从

低温复温时ꎬ心肌功能恢复较慢ꎬ需要足够的时间才

能完全恢复有氧代谢ꎬ而且有研究表明ꎬ缓慢的复温

有效的偿还降温时的氧债[７]ꎬ微循环逐渐恢复ꎬ无
氧酵解逐渐减少ꎬ炎性物质及无氧代谢产物产生相

对较少ꎬ从而降低炎性反应的程度ꎮ
血浆胶体渗透压的影响:血浆胶体渗透压对于

调节血管内外水分的交换ꎬ维持血容量具有重要的

作用ꎮ 当血浆蛋白浓度降低时有效胶体渗透压会下

降ꎬ从而导致组织水肿ꎮ 当预充的胶体量偏少ꎬ晶体

量增多ꎬ同时全身炎症反应导致毛细血管渗透性增

加ꎬ血管内的胶体向组织间隙里分布ꎬ导致外周的水

肿ꎬ胸腹水ꎬ严重可发生肺水肿[８]ꎮ 有研究显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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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的患儿对预充的胶体与晶体的要求更加严

格[９]ꎬ从此次研究数据可以看出体外总血容量ꎬ包
括自身血容量、预充的白蛋白、补充的红细胞及血

浆ꎬ与预充的总量的比值在渗漏及非渗漏组比较ꎬ不
仅差异显著ꎬ而且呈负相关ꎬ也就是比值越大ꎬ发生

渗漏的可能性就越少ꎮ 法洛四联症的患儿术前往往

血红细胞高于正常血液偏粘稠ꎬ预充液体使血液稀

释后导致胶体渗透压的明显降低ꎬ所以猜想法洛四

联症患儿更容易因体液稀释而发生渗漏ꎻ另外法洛

四联症的患儿术前右心功能的不全、侧枝形成ꎬ术中

需要低体温低流量的体外循环方式ꎬ由于低温导致

血液高凝ꎬ为了防止血栓发生预充的晶体也会增加ꎬ
血液被进一步稀释ꎬ加重渗漏ꎻ还有研究表明ꎬ紫绀

型患儿的术前及术中的 ＩＬ￣６ 水平显著高于非紫绀

型患儿ꎬ而 ＩＬ￣１０ 类抗炎因子的表达则较少[１０]ꎬ更容

易导致严重的全身炎症反应ꎬ结合此前提到体温的

影响ꎬ多种因素影响下ꎬ法四患儿术后发生渗漏的危

险性增加ꎮ
从统计结果来看刚入 ＩＣＵ 的 ＣＶＰ 也是毛细血

管渗漏综合征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法洛四联症

矫治术后常见右心功能的减退[１１]ꎬ右心功能障碍可

导致体循环淤血、ＣＶＰ 升高ꎬ结合统计结果分析渗

漏患儿可能仍存在右心功能不全的问题ꎮ Ｍｃｇｏｏｎ
值是评估法洛四联症是否能进行根治手术的基本指

标之一ꎬ此次统计可以看出ꎬ两组之间的 Ｍｃｇｏｏｎ 值

并没有显著差异ꎮ 考虑因为随着术前检查手段的逐

渐完善及法四手术矫治术前充分的评估ꎬ能进行法

四根治术的患儿 Ｍｃｇｏｏｎ 值都在正常的范围内ꎮ 同

时我们也统计了手术切口ꎬ跨环情况及跨环补片种

类ꎬ结果发现两组并没有统计学意义ꎮ 所以即使

Ｍｃｇｏｏｎ 值在正常范围内ꎬ手术方式两组无差异ꎬ结
合之前的分析我们仍需要注意术后可能出现的渗漏

情况ꎬ在进行术后入 ＩＣＵ 交接时ꎬ详细了解患儿术

中的温度控制、体外容量补充的情况ꎬ当发现术中复

温时间较短ꎬ胶体补充量相对较少ꎬ入 ＩＣＵ 中心静

脉压偏高时ꎬ我们要警惕渗漏的发生ꎬ引起重视并积

极进行临床诊治ꎬ从而降低病死率ꎮ

　 　 总之ꎬ体外总血容量与体外晶体补充量比值、复
温时间与体外循环时间比值对渗漏的影响显著ꎬ比
值增高ꎬ发生渗漏可能性降低ꎻ术后入 ＩＣＵ 时中心

静脉压对渗漏的预测力显著ꎬ数值升高ꎬ渗漏发生率

越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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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６％ 羟乙基淀粉等容血液稀释对非体外循环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内环境
与氧代谢的影响

张 亮　 卿恩明　 马 骏

　 　 [摘要] 　 目的: 评价急性等容血液稀释(ＡＮＨ)对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患者内

环境与氧代谢的影响ꎮ 方法:选择非体外循环 ＣＡＢＧ 患者 ６０ 例ꎬ年龄 ４０ ~ ７０ 岁ꎬ体质量 ５０ ~ １００ｋｇꎬ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ꎬ分为两组(每组 ｎ ＝ ３０)ꎬ 对照组(Ｃ 组)和 ＡＮＨ 组ꎮ ＡＮＨ 组于麻醉诱导平稳后经中心

静脉重力放血ꎬ将红细胞压积(Ｈｃｔ)稀释到 ３０％ ꎬ同时以与采血速率(１５ ~ ２５ｍＬ / ｍｉｎ)相同的速率输注等

容量 ６％羟乙基淀粉 １３０ / ０ ４ 氯化钠注射液ꎬＡＮＨ 过程持续时间为 １５ ~ ２５ｍｉｎꎮ 于 ＡＮＨ 前、ＡＮＨ 后 ５ꎬ
３０ꎬ６０ 及 １２０ｍｉｎꎬ自体血输注完毕后 １０ 和 ６０ｍｉｎ 时采集桡动脉和肺动脉血样行血气分析ꎬ记录 ＨｂꎬｐＨ
值ꎬ乳酸、ＰａＯ２ 和血浆渗透压ꎬ同时经肺动脉导管监测数据ꎬ记录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ＳｖＯ２)ꎬ计算氧供

(ＤＯ２)、氧耗(ＶＯ２ )ꎬ氧摄取率(Ｏ２ＥＲ)及动ꎬ静脉血氧含量差(Ｃａ￣ｖＯ２ )ꎮ 结果:与 Ｃ 组比较ꎬＡＮＨ 组

ＳｖＯ２、Ｏ２ＥＲ 及 ＰａＯ２ 升高ꎬＨｂ 和血浆渗透压降低(Ｐ < ０ ０５)ꎬＤＯ２、ＶＯ２、Ｃａ￣ｖＯ２、ｐＨ 值和乳酸水平ꎬ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６％羟乙基淀粉 １３０ / ０ ４ 等容血液稀释对非体外循环 ＣＡＢＧ 患者内环

境与氧代谢无明显影响ꎮ
[关键词] 　 血液稀释ꎻ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ꎻ 非体外循环ꎻ内环境稳定ꎻ氧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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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等容血液稀释(ＡＮＨ)是常用的血液保护

措施ꎬ在减少异体血输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ꎮ 血液

稀释期间可引起机体内环境及氧代谢改变ꎬ而非体

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患者多伴有急

性心肌损伤ꎬ对心肌氧供需求及内环境改变的调节

能力降低ꎬ而内环境及氧代谢的稳定ꎬ对该类患者有

重要作用ꎬ本研究拟通过观察内环境及氧代谢的变

化ꎬ评价 ６％羟乙基淀粉 １３０ / ０ ４ 行 ＡＮＨ 用于非体

外循环 ＣＡＢＧ 患者的效果ꎮ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选择　 本研究已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ꎬ并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择期非体外循环

ＣＡＢＧ 患者 ６０ 例ꎬ年龄 ４０ ~ ７０ 岁ꎬ体质量 ５０ ~ １００
ｋｇꎬ射血分数 > ５０％ ꎻ血浆肌酐水平 < １５０μｍｏｌ / Ｌꎻ
血小板含量 > １００ × １０９ / Ｌꎻ红细胞压积 > ３６％ ꎻ
心功能 ＮＹＨＡ 分级Ⅱ或Ⅲ级ꎬ近 ３ 周内未发生心肌

梗死ꎻ无心脏瓣膜疾病ꎻ冠状动脉左主干狭窄≤
７５％ ꎻ颈动脉狭窄≤７０％ ꎮ 采用随机数字法ꎬ分为两

组(每组 ｎ ＝ ３０):对照组(Ｃ 组)和 ＡＮＨ 组ꎮ
２. 研究方法　 (１)麻醉前 ３０ｍｉｎ 肌肉注射吗啡

０ １５ ~ ０ ２０ ｍｇ / ｋｇꎬ东莨菪碱 ０ ３ ｍｇꎮ 入室后连接

５ 导联心电图ꎬ监测 ＥＣＧꎮ 连接 ＢＩＳ 监测仪监测 ＢＩＳ
值ꎮ 开放外周静脉通路ꎬ局麻下行右桡动脉穿刺监

测有创动脉压ꎬ麻醉诱导:静脉注射咪达唑仑 ０. ｌ
ｍｇ / ｋｇꎬ维库溴铵 ０ ２ ｍｇ / ｋｇꎬ芬太尼 １０ ~ ２０μｇ / ｋｇꎬ
丙泊酚 ０ ５ ~ １ ０ ｍｇ / ｋｇꎮ 麻醉诱导气管插管后穿

刺右颈内静脉置入七腔肺动脉漂浮导管ꎬ右锁骨下

静脉置入 ３ 腔中心静脉导管ꎬ麻醉维持:静脉间断注

射芬太尼 ２０ ~ ３０μｇ / ｋｇꎬ维库溴铵 ０ １ ｍｇ / ｋｇꎬ输注丙

泊酚 ２ ｍｇｋｇ －１ｈ －１ꎮ 术中根据血流动力学及 ＢＩＳ 值

调整药物用量ꎬ维持平均动脉压６０ ~８０ ｍｍＨｇ(１ ｍｍ￣
Ｈｇ ＝０ １３３ ｋＰａ)ꎬＣＩ≥２ ２ Ｌｍｉｎ －１ｍ －２ꎬ肺毛细血管

契压(ＰＣＷＰ)１０ ~１４ ｍｍＨｇ 左右ꎬ体循环阻力(ＳＶＲ)
５００ ~１ ８００ ｄｙｎｅｓｓ －１ｃｍ５ꎬＢＩＳ 值 ４０ ~６０ꎮ

(２)ＡＮＨ 组在麻醉平稳后ꎬ经中心静脉导管采

集血液ꎬ采血量为[１]:Ｖ ＝ ＥＢＶ × (Ｈｉ － Ｈｆ) ÷ Ｈａｖꎬ其
中 Ｖ 指可收集的血液容量ꎻＥＢＶ 血容量的估计值

(成年女性患者:体质量 × ６５ꎬ成年男性:体质量 ×
７０)ꎻＨｉ 指血液稀释前 ＨｃｔꎬＨｆ 指血液稀释结束时目

标 Ｈｃｔ 水平ꎻＨａｖ 指在血液稀释过程中 Ｈｃｔ 的平均

水平 (即 Ｈｉ 和 Ｈｆ 之和的平均值)ꎬ目标 Ｈｃｔ 为

３０％ ꎮ 同时ꎬ经外周左肘静脉以与采血速率相同的

速率输注等容量 ６％羟乙基淀粉 １３０ / ０ ４ 氯化钠注

射液(批号:１４ＣＧ３１０３ꎬ 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 Ｋａｂｉ 公司ꎬ德国)ꎮ
ＡＮＨ 过程持续 １５ ~ ２５ｍｉｎꎬ当有心律失常、Ｓ￣Ｔ 段改

变或血压显著下降时即停止采血ꎬ终止试验ꎮ
(３)ＡＮＨ 组术中自体血回输的临界值是 Ｈｃｔ 降

至 ２５％ ꎮ 如 Ｈｃｔ 维持在临界值以上ꎬ所收集自体血

将在注射鱼精蛋白中和肝素后回输患者体内ꎬＣ 组

则鱼精蛋白中和后直接回输自体血ꎮ
(４)于 ＡＮＨ 前(Ｔ１)、ＡＮＨ 后 ５ｍｉｎ(Ｔ２)、３０ｍｉｎ

(Ｔ３)、６０ｍｉｎ(Ｔ４)、１２０ｍｉｎ(Ｔ５)、自体血输注完毕后

１０ｍｉｎ(Ｔ６)及 ６０ｍｉｎ(Ｔ７)时通过采集肺动脉血样血

气分析ꎬ行七腔肺动脉导管校准后ꎬ记录混合静脉血

氧饱和度(ＳｖＯ２)ꎬ计算氧供(ＤＯ２)、氧耗(ＶＯ２)、氧
摄取率(Ｏ２ＥＲ)和动静脉氧含量差(Ｃａ￣ｖＯ２ )ꎬ同时

抽取桡动脉血样行血气分析ꎬ记录 ＨｂꎬｐＨ 值ꎬ乳酸、
ＰａＯ２ 和血浆渗透压ꎮ

(５)记录患者 ＩＣＵ 停留时间ꎬ气管导管拔除时

间ꎬ同时记录如急性肺水肿ꎬ围术期急性心肌缺血ꎬ
心力衰竭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ꎮ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ꎬ组间比较

采用成组 ｔ 检验ꎻ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比较采

用 χ２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各指标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各指标的比较(ｘ ± ｓꎬｎ)

项目 ＡＮＨ 组(ｎ ＝ ３０) Ｃ 组(ｎ ＝ ３０)
性别构成情况 / (男 / 女) ２３ / ７ ２２ / ８
年龄 / 岁 ５７ ± ８ ６２ ± ９
体质量 / ｋｇ ７４ ± １１ ７３ ± ９
体表面积 / ｍ２ １ ９ ± ０ ３ １ ８ ± ０ ３
ＥＦ / ％ ６０ ± ６ ６３ ± ８
气管拔管时间 / ｈ ２０ ６ ± １ ５ ２２ １ ± １ １
ＩＣＵ 停留时间 / ｈ ２３ ２ ± １ ７ ２５ ４ ± ２ １
高血压 １６ １２
糖尿病 １３ １２
Ｈｂ / (ｇ / Ｌ) １３５ ± ７ １３２ ± ９
Ｈｃｔ / ％ ３９ ± ３ ４０ ± ３

　 　 ＡＮＨ 组采血量为(６１３ ± ８８)ｍＬꎬ自体血回收量

为(２１９ ± ５６) ｍＬꎬＣ 组自体血液回收量为(２１５ ±
３５)ｍＬꎮ

２. 与 Ｔ１ 时比较ꎬＡＮＨ 组 Ｔ４ꎬ５ 时 Ｏ２ＥＲ 升高ꎬ
Ｔ４ ~ ７ 时 ＤＯ２ 升高ꎬＴ２ ~ ７ 时 ＶＯ２ 和 ＳｖＯ２ 升高(Ｐ <
０ ０５)ꎬＣａ￣ｖＯ２ 各时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６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表 ２　 两组患者氧代谢各指标的比较(ｘ ± ｓ)
项目 组别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ＳｖＯ２ / ％ Ｃ 组 ８０ ０ ± ３ ８ ８１ ７ ± ３ ２ ８１ ３ ± ３ ８ ８０ ４ ± ５ １ ７８ ５ ± ４ ４ｃ ８１ ２ ± ３ １ ８０ １ ± ２ ４
ＡＮＨ 组 ７８ ３ ± ３ ５ ８５ ０ ± ４ ３ｂｄ ８５ ５ ± ３ ７ｂｄ ８５ ８ ± ３ ７ｂｄ ８５ ２ ± ４ ７ｂｄ ８６ １ ± ３ ２ｂｄ ８４ ６ ± ３ ３ｂｄ

ＤＯ２ / (ｍＬｍｉｎ － １ｍ － ２) Ｃ 组 ６０８ ± １０３ ６７１ ± ６４ ６７９ ± １３４ ７０８ ± ６８ｃ ６７１ ± ６９ ６５４ ± １２５ｃ ６９６ ± １３７
ＡＮＨ 组 ５４５ ± １０８ ６２２ ± ９６ ７４０ ± １５２ ７７９ ± １７４ｄ ７４０ ± １４８ｄ ７５２ ± １５１ｄ ７８６ ± １４３ｄ

ＶＯ２ / (ｍＬｍｉｎ － １ｍ － ２) Ｃ 组 １０４ ± １１ １５８ ± ４４ｃ １３１ ± ２８ １６６ ± ５２ｃ １４８ ± ４５ １１２ ± ３５ １２４ ± ２７
ＡＮＨ 组 ９６ ± ２６ １４４ ± ３８ｃ １５０ ± ４９ｃ １６７ ± ９６ｄ １７１ ± ７８ｄ １５８ ± ４７ｄ １７９ ± ５１ｄ

Ｃａ￣ｖＯ２ / (ｍＬ / ｄＬ) Ｃ 组 ３ ３ ± ０ ４ ３ ５ ± ０ ７ ３ ２ ± ０ ６ ３ ９ ± １ ３ ３ ５ ± ０ ６ ３ ２ ± ０ ４ ２ ９ ± ０ ８
ＡＮＨ 组 ３ ４ ± １ ７ ３ １ ± １ ４ ３ ０ ± １ ２ ３ ０ ± ２ ３ ３ ４ ± １ ９ ３ ０ ± ０ ８ ２ ９ ± ０ ７

Ｏ２ＥＲ / ％ Ｃ 组 １８ ９ ± ３ ８ １９ ０ ± ７ ８ １８ ７ ± ６ ８ １６ ９ ± ８ ６ １７ ６ ± ９ ５ １８ ４ ± ５ ２ １７ ９ ± ４ ６
ＡＮＨ 组 １８ ７ ± ２ ８ １９ ４ ± ３ ６ １８ ０ ± ３ ６ ２３ １ ± ６ ７ａｃ ２２ ７ ± ２ ２ａｄ １８ ９ ± ２ ４ａ １８ ５ ± ４ ８

　 　 注:与 Ｃ 组比较ꎬａ Ｐ < ０ ０５ꎬｂ Ｐ < ０ ０１ꎻ与 Ｔ１ 时比较ꎬｃ Ｐ < ０ ０５ｄ Ｐ < ０ ０１

表 ３　 两组患者血流动力学及内环境变化情况(ｘ ± ｓꎬｎ ＝ ３０)
项目 组别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Ｈｂ(ｇ / ｄＬ) Ｃ 组 １２９ ± １１ １２２ ± １２ １１８ ± ８ｄ １１６ ± ７ｄ １１５ ± １１ｄ １１０ ± １１ｄ １１７ ± １３ｄ

ＡＮＨ 组 １３０ ± １０ １１３ ± ８ｂｄ １０９ ± ７ｂｄ １０７ ± ９ｂｄ １０３ ± ５ｂｄ １０８ ± １２ｂｄ １１３ ± １１ｄ

ｐＨ 值 Ｃ 组 ７ ４４ ± ０ ３２ ７ ４３ ± ０ ３１ ７ ４２ ± ０ ０６ ７ ４５ ± ０ ４７ ７ ４８ ± ０ ０３ ７ ５０ ± ０ ０３ ７ ４４ ± ０ ０７
ＡＮＨ 组 ７ ４７ ± ０ ３０ ７ ４５ ± ０ ４１ ７ ４７ ± ０ ０３ ７ ４４ ± ０ １１ ７ ４８ ± ０ ２１ ７ ４５ ± ０ ０３ ７ ４４ ± ０ ０６

乳酸 / (ｍｍｏｌ / Ｌ) Ｃ 组 １ ３ ± ０ ４ １ ４ ± ０ ６ １ ４ ± ０ ７ １ ５ ± １ ０ １ ３ ± ０ ５ １ ２ ± ０ ７ １ ３ ± ０ ４
ＡＮＨ 组 １ ４ ± ０ ５ １ ３ ± ０ ５ １ ２ ± ０ ５ １ ２ ± ０ ４ｃ １ １ ± ０ ５ｃ １ ６ ± ０ ７ １ ７ ± １ ２

ＰａＯ２ / (ｍｍＨｇ) Ｃ 组 ２２４ ± １１５ ２４１ ± １０８ ２３７ ± １０２ ２１３ ± ９１ ２００ ± ８２ ２１６ ± ６５ １４０ ± ７０
ＡＮＨ 组 ２１８ ± ９９ ２２２ ± ５７ ２３４ ± ６０ ２５３ ± ６５ ２７７ ± ５１ｂｄ ２７１ ± １００ｂｄ １７８ ± ６７ａｄ

渗透压 / (ｍＯｓｍ / ｋｇ) Ｃ 组 ２８０ ９ ± ３ ７ ２８５ ０ ± １ ０ｄ ２８８ ６ ± ０ ４ｄ ２８７ ７ ± ２ ６ｃ ２８７ ２ ± ０ １ ２８８ ６ ± ０ １ｃ ２９０ ７ ± ２ ２ｄ

ＡＮＨ 组 ２７７ ５ ± ３ ０ ２８０ ０ ± ８ ０ｂｃ ２７８ ７ ± ２ ７ｂｃ ２８８ １ ± ０ １ｄ ２８２ ３ ± ４ ５ａｄ ２８５ １ ± ４ ６ｂｄ ２８６ ３ ± ４ ４ａｄ

　 　 注:与 Ｃ 组比较ꎬａ Ｐ < ０ ０５ꎬｂ Ｐ < ０ ０１ꎻ与 Ｔ１ 时比较ꎬｃ Ｐ < ０ ０５ｄ Ｐ < ０ ０１

０ ０５)ꎬＣ 组 Ｔ４ 时 ＳｖＯ２ 降低ꎬＴ４ ꎬ６ 时 ＤＯ２ 升高ꎬＴ２ ꎬ４ 时

ＶＯ２ 升高(Ｐ <０ ０５)ꎬＯ２ＥＲ 与 Ｃａ￣ｖＯ２ 各时点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ꎮ 与 Ｃ 组比较ꎬＡＮＨ 组 Ｔ２ ~ ７ 时

ＳｖＯ２ 升高ꎬＴ４ ꎬ６ 时 Ｏ２ＥＲ 升高(Ｐ < ０ ０５)ꎬＤＯ２、ＶＯ２、
Ｃａ￣ｖＯ２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ꎬ表 ２)ꎮ

３. 与 Ｔ１ 时比较ꎬＡＮＨ 组 Ｔ２ ~ ７ 时 Ｈｂ 降低ꎬ Ｔ４ ꎬ５

时乳酸降低ꎬＴ５ ꎬ７ 时 ＰａＯ２ 明显升高ꎬＴ２ ~ ７ 时血浆渗

透压明显升高ꎬＣ 组 Ｔ３ ~ ７ 时 Ｈｂ 降低ꎬＴ２ ~ ７ 时血浆

渗透压明显升高(Ｐ < ０ ０５)ꎮ 与 Ｃ 组比较ꎬＡＮＨ 组

Ｔ２ ~ ６ 时 Ｈｂ 降低ꎬＴ５ ꎬ７ 时 ＰａＯ２ 明显升高ꎬ Ｔ２ ꎬ３ ꎬ５ ꎬ７

时血浆渗透压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ꎬｐＨ 值和乳酸水

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３)ꎮ 研究中未发

现如肺水肿、心力衰竭等并发症ꎮ

讨　 论

冠心病患者对机体氧代谢以及内环境变化的自

身代偿能力下降ꎬ而且由于 ＡＮＨ 在 ＯＰＣＡＢＧ 中应

用的安全性仍然存在争论[２]ꎬ所以本研究从患者安

全出发ꎬ入选 ６０ 例的冠心病患者心脏射血分数均 >
５０％ ꎬ心脏均具有一定代偿能力ꎬ同时排除了合并肝

肾功能不全的患者ꎬ临床研究通常将红细胞压积值

设定在 ２８％ ꎬ本研究将血液稀释后的红细胞压积设

定在 ３０％ ꎮ
机体细胞的正常活动有赖于持续不断的氧供

给ꎬ充足的氧供取决于心脏ꎬ呼吸和血液系统的功能

相互调节配合下完成的ꎬ组织细胞的良好氧合则取

决于氧供和氧耗的动态平衡ꎮ 氧供、氧耗和氧摄取

率可反应机体组织细胞氧供给、消耗和利用效率ꎬ且
与心脏病人围术期及预后关系密切ꎬ因此ꎬ维持冠心

病人机体氧供需平衡至关重要[３]ꎮ
七腔肺动脉导管通过肺动脉血样行血气分析经

校准后直接通过导管末端探头记录数据 ＳｖＯ２ꎬ后通

过氧代谢公式[４] 计算得到氧供(ＤＯ２ ＝ ＣＩ × ＣａＯ２ꎬ
ＣａＯ２ ＝ ０ ００３１ × ＰａＯ２ ＋ Ｈｂ × ＳａＯ２ × １ ３８)、氧耗

(ＶＯ２ ＝ ＣＩ × (ＣａＯ２ － ＣｖＯ２)ꎬＣｖＯ２ ＝ ０ ００３１ × ＰｖＯ２

＋ Ｈｂ × ＳｖＯ２ × １ ３８)ꎬ氧摄取率 ( Ｏ２ＥＲ ＝ ＣａＯ２ －
ＣｖＯ２ / ＣａＯ２)、动￣静脉氧含量差 ( Ｃａ￣ｖＯ２ ＝ ＣａＯ２ －
ＣｖＯ２)ꎬ得到的数据能够准确反映出组织灌注不良

及微循环障碍状况ꎬ能较准确的揭示组织细胞的氧

代谢情况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Ｃ 组和 ＡＮＨ 组 ＤＯ２、ＶＯ２ 及

Ｃａ￣ｖＯ２ 无差异ꎬＯ２ＥＲ 升高ꎬ提示 ６％ 羟乙基淀粉

１３０ / ０ ４ 氯化钠注射液做为等容血液稀释液体使

用ꎬ对此类患者机体氧代谢无明显影响ꎬＯ２ＥＲ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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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Ｈ 后 ６０ｍｉｎ 和自体血输注完毕后 １０ｍｉｎ 时升高ꎮ
而组内比较显示ꎬ血液稀释后随着 Ｈｂ 的降低ꎬ血液

携氧能力下降ꎬ而氧供、氧耗指标有所升高ꎬ同时组

织氧摄取能力增加ꎬ可能是由于 ＣＩ 增加补偿了红细

胞浓度降低所导致的血液携氧能力的降低ꎬ同时外

周阻力下降ꎬ血液灌注增加ꎬ组织利用氧能力得到提

高[５]ꎮ 血液稀释后 Ｈｂ 在一定范围内降低时ꎬＣＩ 的

增加可以代偿氧运输能力的下降ꎬ从而维持氧供ꎮ
本研究中血液稀释对患者内环境 ｐＨ 值及动脉

血中乳酸水平影响较小ꎬ血浆渗透压随血液稀释较

对照组有所下降ꎬ未出现因血浆渗透压降低所致的

并发症如肺水肿、心力衰竭等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

６％羟乙基淀粉进行等容血液稀释ꎬ对内环境无明显

影响ꎮ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研究所使用的 ６％羟乙基

淀粉 １３０ / ０ ４ 氯化钠注射液与人体血浆的酸碱度以

及渗透压近似[６]ꎮ
本研究发现 ＰａＯ２ 于 ＡＮＨ 后 １２０ｍｉｎ、自体血液

回输后 ６０ｍｉｎ 时增加ꎬ且明显高于 Ｃ 组ꎮ 血液稀释

期间ꎬ肺内分流量(Ｑｓ / Ｑｔ)取决于通气血流比值的

改变(Ｖ / Ｑ) [７]ꎮ 而血液稀释中 Ｖ / Ｑ 维持在正常水

平时ꎬＱｓ / Ｑｔ 实际上是减少的[８]ꎬ原因可能由于 ＣＩ
增加使肺泡血液灌注增加ꎬ肺泡氧分压增加而导致

ＰａＯ２ 升高ꎮ
综上所述ꎬＡＮＨ 在非体外循环 ＣＡＢＧ 中使用ꎬ

对氧代谢无明显改变ꎬ维持了心肌的氧供需平衡ꎬ而

且对内环境变化无明显影响ꎮ 因此ꎬ在严格掌握适

应症的情况下ꎬ ＡＮＨ 在冠心病患者中可以安全

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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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表的规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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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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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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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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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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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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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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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是个别的ꎬ而共同用单位只能是 １ 个ꎮ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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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

管疾病研究所 麻醉科(∗现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潞河医院

麻醉科)
通信作者:赵丽云ꎬ博士ꎬ主任医师ꎮ 研究方向:心血管手术麻醉及

心脏病病人行非心脏手术麻醉ꎮ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ｌｉｙｕｎ１００７＠ １６３. ｃｏｍ

临床论著

妊娠合并肺动脉高压患者行剖宫产麻醉管理
１７ 例分析

于海娇　 赵丽云

　 　 [摘要] 　 目的:探讨妊娠合并肺动脉高压(ＰＡＨ)患者剖宫产术麻醉管理方法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

安贞医院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妊娠合并 ＰＡＨ １７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ꎮ 结果:本组妊娠合并 ＰＡＨ
１７ 例患者ꎬ仅 １ 例患者采用全身麻醉ꎬ其余 １６ 例采用了硬膜外麻醉ꎬ均采用小剂量、分次及缓慢的给药

方法维持血流动力学平稳ꎮ 连续硬膜外麻醉对合并 ＰＡＨ 患者剖宫产生命体征影响较小ꎬ 且新生儿 Ａｐ￣
ｇａｒ 评分较高ꎮ 结论:妊娠合并 ＰＡＨ 患者围术期血流动力学极易发生剧烈变化ꎬ如果麻醉处理不当会影

响母婴安全ꎬ连续硬膜外麻醉是妊娠合并 ＰＡＨ 患者行剖宫产术较理想的麻醉方法ꎮ
[关键词] 　 妊娠ꎻ 肺动脉高压ꎻ 剖宫产ꎻ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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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ｌｏｗｌ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ｎｅｓ￣
ｔｈｅｓｉａ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
ｒｉｏｄ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ｓｅｖｅｒ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ｕ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Ｅｐｉｄｕ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ｉ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ꎻ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ꎻ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ꎻ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妊娠期间孕妇的血流动力学改变ꎬ加重肺动脉

高压(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ＰＡＨ)患者的右心负荷

及低氧血症ꎬ 可发生心力衰竭和肺动脉高压危象ꎮ
对于妊娠合并 ＰＡＨ 的多数患者需实行剖宫产终止

妊娠ꎬ围产期本身引起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再加上

ＰＡＨ 的恶化是死亡的主要原因ꎬ妊娠合并 ＰＡＨ 患

者的处理极其棘手ꎬ因而对麻醉提出了较高要求ꎬ

我们对 １７ 例妊娠合并 ＰＡＨ 患者围术期麻醉管理取

得了满意效果ꎬ现将麻醉处理分析报道如下ꎮ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回顾安贞医院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共 １７ 例妊娠合并 ＰＡＨ 孕产妇行剖宫产手

术ꎬ年龄 １９ ~ ３９ 岁ꎬ平均(２５ ２ ± ６ ３)岁ꎬ初产妇 １６
例ꎬ经产妇 １ 例ꎬ孕周 ８ ~ ３９ 周ꎬ平均(２６ ９. ± ８ ６)
周ꎬ合并心力衰竭者 ２ 例ꎬ合并肺炎者 １ 例ꎬ其中继

发于风湿性心脏病 ５ 例ꎬ 已行风湿性心脏病人工瓣

膜置换术后 １ 例ꎬ继发于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组
１２ 例(心房间隔缺损 ５ 例ꎬ心室间隔缺损 ５ 例ꎬ动脉

导管未闭 １ 例ꎬ １ 例同时合并心房间隔及心室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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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损ꎬ均未行手术矫治)ꎮ １７ 例患者中 ７ 例术前心

功能为Ⅲ级ꎬ有 ２ 例术前心功能为Ⅳ级ꎬ６ 例为重度

ＰＡＨꎬ术前血气分析显示具有低氧血症 ３ 例ꎬ重度低

氧血症 １ 例ꎮ 因本研究病例数较少ꎬ无法进行统计

分析ꎬ故仅列表 １ ~ ２ 以供参考ꎮ

表 １　 不同病因 ＰＡＨ 在各组的比较(例)

病因类别 例数
ＰＡＨ 分组

轻度 中度 重度

房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

动脉导管未闭

合并房及室间隔缺损

风湿性心脏病

５
５
１
１
５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２
１
０
４

３
２
０
１
０

表 ２　 妊娠合并 ＰＡＨ 患者心功能分级(例)

ＰＡＨ 程度 例数
心功能分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轻度

中度

重度

总计

３
８
６

１７

１
１
０
２

２
３
１
６

０
４
３
７

０
０
２
２

２. 监测及观察指标: 根据病史、实验室检查、心
电图、超声心动图等结果进行诊断ꎮ ＰＨＡ 的诊断标

准:根据超声心动图三尖瓣反流差估测肺动脉平均

压ꎬ以肺动脉平均压 ２１ ~ ３０ 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为轻度 ＰＡＨꎻ３１ ~ ５０ ｍｍＨｇ 为中度肺动脉

高压ꎬ > ５１ ｍｍＨｇ 为重度肺动脉高压ꎮ 心脏功能

分级ꎬ 采用纽约心脏病协会(ＮＹＨＡ)所提出的分级

标准确定心脏功能ꎮ 采集患者妊娠时的年龄、既往

病史、肺动脉高压的症状、术前血气检查结果、麻醉

方式、术中监测方法、术中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孕
产妇及新生儿的结局、新生儿出生时体质量及 Ａｐ￣
ｇａｒ 评分等ꎮ

３. 方法:手术前麻醉医生要全面了解病变的病

理生理和病情发展变化ꎬ重点了解孕产妇的运动耐

量、发绀程度及心功能情况ꎬ对麻醉和手术风险做出

准确评估ꎬ采取措施改善心功能ꎮ 所有患者入手术

室前都充分做好准备ꎬ具体包括急救药品、急救复苏

设备等ꎬ全套的麻醉器械和物品以应对随时可能发

生的紧急情况ꎮ 患者入室后先进行麻醉监测和面罩

吸纯氧ꎬ１７ 例患者除 １ 例全麻外ꎬ其余 １６ 例患者均

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ꎬ穿刺点选择腰 ２ ~ ３ 间隙ꎬ并
向头部置管ꎬ用药按照缓慢、分次给药、逐渐扩散平

面的方法ꎬ麻醉平面达 Ｔ８ 即可ꎬ 手术床左倾 １５°以
防仰卧位综合征的发生ꎮ 术中严格控制液体入量ꎬ

采用相关措施减少回心血量骤然增加ꎬ根据情况合

理使用血管活性药ꎮ 连续硬膜外麻醉 １６ 例患者术

中有 ３ 例患者进行有创动脉监测ꎬ术中有 ８ 例患者

使用了 ＦｌｏＴｒａｃ / Ｖｉｇｉｌｉｏ 血流动力学监护仪ꎬ６ 例使

用了 ＦｌｏＴｒａｃ / Ｖｉｇｉｌｉｏ 血流动力学监护仪和 Ｓｗａｎ －
Ｇａｎｚ 肺动脉导管监测ꎮ 术中有 ６ 例患者使用了扩

张肺动脉的药物( 经静脉输注前列环素 Ｅ１)ꎬ 有 ９
例持续泵入多巴酚丁胺或多巴胺ꎮ 麻醉后至胎儿娩

出前其中 ３ 例患者 ＨＲ、ＢＰ 平稳ꎬ患者无明显波动ꎬ
未经特殊处理ꎮ ７ 例患者 ＨＲ、ＢＰ 变化幅度小于基

础值的 ２０ ％ ꎬ７ 例患者 ＨＲ、ＢＰ 变化幅度超过基础

值 ３０ ％ ꎬ 给予麻黄碱、去氧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

素后好转ꎮ １０ 例患者胎儿娩出后腹腔压力骤减ꎬ外
周血管扩张ꎬ回心血量减少ꎬ导致心率增快血压降

低ꎬ根据情况给予血管活性药和正性肌力药ꎮ 及采

用沙袋腹部加压和下肢止血带等方法防止回心血量

的剧烈ꎮ

结　 果

１７ 例患者中 １６ 例孕产妇有良好的结局ꎬ死亡 １
例ꎮ 胎儿情况其中 １５ 例新生儿 ５ｍｉｎ Ａｐｇｅｒ 有 １３ 例

达到 １０ 分ꎬ２ 例新生儿 ５ｍｉｎ Ａｐｇｅｒ ８ 分ꎬ１ 例心功能

Ⅳ级患者剖出 １ 死胎ꎬ１ 例患者因为全肺循环阻力

增高最终形成艾森曼格综合征术前有明显低氧血

症ꎬ不能耐受缺氧而选择全麻ꎮ 其余 １６ 例患者均采

用连续硬膜外麻醉术后结局良好ꎮ 所有患者术后均

进入重症监护病房ꎬ其中 １４ 例连续硬膜外阻滞麻醉

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 １ ~ ３ 天ꎬ２ 例硬膜外麻醉的患

者 ５ ~ １１ 天ꎬ一例全麻患者术后ꎬ由于血氧分压低第

三天上 ＥＣＭＯ(体外膜肺氧合)ꎬ术后第 １３ 天因肺部

感染ꎬ多器官衰竭死亡ꎮ 胎儿情况见表 ３ꎮ

表 ３　 １７ 例新生儿情况(ｘ ± ｓꎬｎ)
ＰＡＨ 程度

诊断值
孕产妇

孕龄 /
周

术前

低氧

新生儿

体质量 / ｇ
新生儿

结局

轻度 ３ ３７. １ ± ３. ４ ０ ２８２１. ３ ± ３７６. ７ 无死亡

中度 ８ ３６. ３ ± ２. １ ０ ２７８１. ３ ± ４５１. ２ 无死亡

重度 ６ ３３. ３ ± １. ５ ３ ２６５６. ３ ± ３４１. ３ 死亡 １ 例

讨　 论

ＰＡＨ 可由多种心、肺或肺血管本身疾病引起ꎬ
以肺血管阻力进行性升高为主要特征ꎬ可致右心负

荷增大ꎬ右心功能不全ꎬ肺血流减少ꎬ而引起一系列

临床表现ꎮ 特别是重症 ＰＡＨ 患者至妊娠后期ꎬ 心

功能恶化程度及 ＰＡＨ 严重程度均明显增加[１ － ２]ꎮ

０５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本研究中 １７ 例患者均为妊娠合并 ＰＡＨ 患者ꎬ其中

妊娠合并艾森曼格综合征患者 １ 例ꎬＰＡＨ 患者随着

孕周的增加缺氧表现将愈加严重ꎬ 影响胎儿生长发

育ꎬ使医源性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增高[ ３ ]ꎮ
一方面由于妊娠和分娩期间的血容量增加和体循环

阻力下降、麻醉药的外周血管扩张及心肌抑制作用

都会影响血流动力学平稳ꎮ 胎儿取出后由于腹腔压

力骤减ꎬ腹腔血管瞬间扩张ꎬ回心血量减低ꎬ血压降

低及心率代偿性增快ꎮ 子宫收缩后回心血量增加ꎬ
甚至诱发右心衰竭和肺高压危象ꎮ 我们发现胎儿娩

出后血流动力学发生剧烈波动ꎬ采取用腹部沙袋加

压和下肢止血带等方法防止回心血量剧烈ꎬ对预防

心力衰竭和右向左分流的加重非常重要ꎮ 对于心功

能Ⅲ级和Ⅳ级患者术中持续泵注少量多巴胺、多巴

酚丁胺等强心药来维护心功能ꎮ 由于妊娠期间外周

血管阻力下降ꎬ尤其重度 ＰＡＨ 患者ꎬ外周阻力较低

而肺循环阻力较高ꎬ会引起右向左的分流ꎬ加重缺

氧ꎬ反过来加重肺血管收缩ꎮ 另一方面术中使用缩

宫素引起外周血管阻力的降低ꎬ同时对肺血管具有

收缩作用使肺循环阻力增加ꎮ 本研究发现给予缩宫

素后ꎬ循环明显出现剧烈波动ꎬ我们处理措施是分

次、少量给予去氧肾上腺素或去甲肾上腺素ꎬ以维持

体循环压力ꎬ减少心内右向左分流和缺氧ꎮ
妊娠合并 ＰＡＨ 孕产妇的麻醉选择应按肺动脉

压的高低对患者进行评估和处理ꎬ根据麻醉方式对

肺和体循环血流动力学改变及对母体和胎儿产生的

影响选择全麻或椎管内麻醉[４ － ７]ꎬ本研究的 １７ 例患

者中有 １６ 例采用了硬膜外麻醉ꎬ １ 例采用了全麻ꎮ
麻醉中要遵循一般原则[ ８ － １１ ]是维护右心功能、改善

肺的气体交换和氧合功能、避免增加肺动脉压ꎬ避免

静脉回流增加ꎬ避免外周血管阻力降低和心功能抑

制ꎮ 硬膜外阻滞麻醉对血流动力学影响小ꎬ由于外

周血管扩张可降低回心血量ꎬ进而降低心肌氧耗ꎬ增
加阻滞部位的血流灌注ꎬ 同样增加了组织的氧合能

力ꎬ减轻 ＰＡＨꎮ 全身麻醉具有麻醉效果确切、安全

的呼吸管理ꎬ但全麻药物对心脏功能不同程度的抑

制、影响新生儿评分ꎮ 全麻插管也会造成严重应激

反应ꎬ加重 ＰＡＨꎬ以及机械通气对体、肺循环的干

扰ꎬ并增加了因气管内插管所带来的肺部感染风

险[ １２ － １４ ]ꎮ 通过对 １７ 例患者术后转归调查发现ꎬ心
功能Ⅰ －Ⅱ级妊娠合并 ＰＡＨ 轻至中度患者ꎬ能较好

的耐受妊娠和分娩造成的循环负荷增加ꎬ心功能Ⅲ
－Ⅳ级妊娠合并 ＰＡＨ 重度患者病死率、新生儿早产

率及新生儿死亡率明显增高ꎮ

总之ꎬ妊娠合并 ＰＡＨ 孕产妇围术期血流动力学

易发生剧烈波动ꎬ围术期处理 ＰＡＨ 的方法不尽相

同ꎬ 但多科(包括产科、麻醉科、ＳＩＣＵ、心内科、心外

科及呼吸科等)协助根据患者心功能状态、肺动脉

压高低和孕周数对患者耐受继续妊娠及手术的能力

进行早期诊断及风险评估和尽早选择选用合理药物

降低肺循环阻力和麻醉期间良好的管理方法应作为

改善妊娠合并肺动脉高压患者预后的基本措施ꎬ围
术期应密切监测、维持循环稳定、积极改善心功能以

确保围生期母婴安全[１ 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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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护理

心脏外科手术患儿术中压疮预防保护策略

侯 琳　 董 瑶　 林多茂　 许 斌　 宋 玲　 高瑞雪

　 　 [摘要] 　 目的:运用水胶体贴膜保护和一次性骨棉保护两种干预方法ꎬ预防心脏外科手术患儿术

中压疮的效果探讨ꎮ 方法:按计算机产生随机数ꎬ将 ２００ 例患儿分为贴膜组及骨棉组各 １００ 例ꎮ 贴膜组

使用水胶体贴膜保护皮肤进行压疮预防ꎬ骨棉组使用一次性骨棉保护皮肤进行压疮预防ꎬ比较两种方法

预防术中压疮的效果及差异ꎮ 结果:贴膜组术中压疮发生率为 ３％ (３ / １００)ꎬ骨棉组术中压疮发生率为

１％ (１ / １００)ꎬ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 ０２ꎬ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两种方法预防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患儿术中压疮效果显著ꎬ虽无明显差异ꎬ但在使用方法上各有其利弊ꎬ护理人员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ꎮ
[关键词] 　 先天性心脏病ꎻ护理ꎬ婴幼儿ꎻ术中压疮ꎻ水胶体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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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ｓ: Ｔｗｏ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 ｗｏｕｎｄ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ｒ ａ ｄｉｓ￣
ｐｏｓａｂｌｅ ｂｏｎｅ ｃｏｔｔ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 ｗｏｕｎｄ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ｒ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ｂｏｎｅ ｃｏｔｔ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
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ｋ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ꎬ ｗ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ｏｒｅ ｗａｓ ３％ (３ / １００)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 ｗｏｕｎｄ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１％ (１ / １００) ｉｎ ｄｉｓ￣
ｐｏｓａｂｌｅ ｂｏｎｅ ｃｏｔｔ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χ２ ＝ １ ０２ꎬ (Ρ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ｏｒｅｓ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ｂｕｔ ｅａ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ｉｔ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
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Ｉｎｆａｎｔꎻ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ｏｒｅｓꎻ Ｈｙｄｒｏｃｏｌｌｏｉｄ ｗｏｕｎｄ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随着优质护理的深入推进以及对不良事件管理

的广泛关注ꎬ压疮发生率已成为评价护理质量的一

项重要的敏感指标ꎮ 但是ꎬ对于压疮预防和治疗的

研究ꎬ一直以来更多针对成人患者ꎬ对婴幼儿ꎬ尤其

是针对心脏外科手术患儿的研究甚少ꎮ 据报道ꎬ我
国需要手术的先天性心脏(先心病)患者总数大约

在 １５２ 万左右[１]ꎮ 心脏手术大多需要在体外循环、

低体温、心脏停跳状态下进行ꎬ 其手术的特点决定

会对患儿皮肤造成一定的损伤[２]ꎮ 而术中特殊体

位长时间制动ꎬ麻醉药物及血管活性药物的应

用[３]、变温毯的使用[４]、手术失血、血液灌注不足等

因素又会诱发皮肤的受损ꎬ加之婴幼儿皮肤娇嫩ꎬ
抵抗力差ꎬ 循环系统不稳定、肺部氧合不良ꎬ 加重

组织缺血缺氧ꎬ更易导致压疮的发生ꎮ 据 Ｎｅｉｄｉｇ
等[５] 报道ꎬ心脏手术后患儿的压疮发生率可达

１６ ９％ ꎮ 国内数据研究ꎬ心脏直视手术压疮发生率

１７ ３％ [６]ꎮ 患儿发生压疮后ꎬ不仅要承受生理、心
理的痛苦ꎬ并且由于婴幼儿缺乏自主缓解压力的能

力ꎬ压疮一旦形成难以短时间愈合ꎬ不利于术后的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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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ꎬ使住院时间延长ꎬ治疗费用增加ꎬ为其家庭带来

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ꎮ 我院手术室采取便利抽样的

方式ꎬ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进行择期先

心病矫治手术的患儿 ２００ 例ꎬ以随机分组的方式将

２００ 例患儿分为两组ꎬ对其分别进行水胶体透明贴

膜保护ꎬ或一次性骨棉保护两种不同的术中干预措

施ꎬ探讨两种干预措施对先心病患儿术中压疮预防

的效果ꎮ 期望可以为先心病患儿术中压疮的预防及

护理提供依据ꎬ减少术中压疮的发生ꎮ

资料与方法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ｘ ± ｓꎬｎ)

组别
性别

男性 女性
月龄 / 日 身高 / ｃｍ 体质量 / ｋｇ

贴膜组(ｎ ＝ １００) ５３ ４７ １２ ０１ ± ９ １４ ７２ ４１ ± １１ ６１ ８ １８ ± ２ ７４
骨棉组(ｎ ＝ １００) ５２ ４８ １２ ７７ ± ８ ６５ ７５ ４５ ± １１ ７８ ８ ５０ ± ２ ６６
ｔ / ｘ２ 值 ０ ０２ － ０ ６ － １ ８４ － ０ ８６
Ｐ 值 ０ ８９ ０ ５５ ０ ０７ ０ ３９

表 ２　 两组患者压疮相关因素资料比较(ｘ ± ｓꎬｎ)

组别

体位 术前

平卧 侧卧
压疮评估

分数 / 分
术前白蛋白 /

(ｇ / Ｌ)
ＨＧＢ /
(ｇ / Ｌ)

手术时间 /
ｍｉｎ

体外循环

时间 / ｍｉｎ
术中最低

温度 / ℃

贴膜组(ｎ ＝ １００) ４８ ５２ ２０ ８ ± １ ５ ４３ ３ ± ３ ３ １１ ５ ± １ ９ ２１９ ３ ± ５１ ４ ５４ ４ ± ３４ ５ ３１ ７ ± ２ ３
骨棉组(ｎ ＝ １００) ４１ ５９ ２１ １ ± １ ３ ４３ ５ ± ３ ８ １１ ４ ± １ ２ ２０５ ２ ± ４１ ７ ５６ ４ ± ２７ ８ ３１ ５ ± ２ ０
ｔ / χ２ 值 ０ ９９ － １ ２４８ － ０ ３６５ ０ ４２５ ０ ５９６ － ０ ４６ ０ ５７５
Ｐ 值 ０ ３２ ０ ２１３ ０ ７１６ ０ ６７１ ０ ４４１ ０ ６４６ ０ ５６６

　 　 １. 一般资料　 采取便利抽样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在北京安贞医院手术室进行择期先

心病矫治手术的患儿 ２００ 例ꎮ 入选标准:①择期手

术先心病患儿ꎻ②３ 个月 < 月龄 < ３ 岁ꎻ③ 术前皮

肤完好无压疮ꎻ④ 术后返回监护室ꎮ 入选患儿按计

算机产生随机数分为水胶体贴膜组及一次性骨棉

组ꎬ每组 １００ 例ꎮ 贴膜组男性 ５３ 例ꎬ女性 ４７ 例ꎻ月
龄 ３ ~ ３６ 个月ꎬ平均(１２ ０１ ± ９ １４)个月ꎻ体质量

３ ６ ~ １６ｋｇꎬ平均(８ １８ ± ２ ７４)ｋｇꎻ身高 ５０ ~ １０５ｃｍꎬ
平均(７２ ４１ ± １１ ６１)ｃｍꎻ骨棉组男性 ５２ 例ꎬ女性 ４８
例ꎻ月龄 ３ ~ ３６ 个月ꎬ平均(１２ ７７ ± ８ ６５)个月ꎻ体
质量 ４ ６ ~ １６ ５ｋｇꎬ平均(８ ５０ ± ２ ６６)ｋｇꎬ身高 ５９ ~
１１５ｃｍꎬ平均(７５ ４５ ± １１ ７８)ｃｍꎻ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具有可比性

(表 １)ꎮ 对两组患儿术前白蛋白、ＨＧＢ 含量、手术

时间、体外循环时间、手术体位、术中最低体温等术

中压疮相关因素[７]进行比较ꎬ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ꎬ具有可比性(表 ２)ꎮ
２. 实验方法　 研究者于术前一日查看手术安排

表ꎬ筛选符合入选标准的先心病患儿ꎮ 根据计算机

随机分组情况决定入组患儿术中皮肤保护措施ꎮ 手

术当天研究者或小组成员再次确认患儿术前皮肤情

况完好ꎬ之后在正确摆放手术体位的前提下为患儿

实施相应的术中皮肤保护措施ꎬ贴膜组患儿受压部

位使用康惠尔水胶体透明贴膜保护ꎬ骨棉组患儿受

压部位垫多层一次性骨棉保护ꎻ侧卧位重点保护耳

廓、肩部、腋下、肘部、髋部、内、外膝关节、内及外踝

关节ꎻ平卧位重点保护枕后、颈部、背部、骶尾部、肘
部及足跟部ꎮ 应用自行设计的“手术患儿压疮情况

调查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资料收集ꎬ并完整记录术

中情况ꎬ术后评估患儿皮肤压疮发生情况并进行准

确描述ꎮ 最后将贴膜组和骨棉组之间进行比较ꎬ比
较两种保护措施对于先心病手术患儿预防术中压疮

的效果ꎮ
３. 评价指标　 压疮评价方法参照美国压疮顾问

小组(ＮＰＵＡＰ) 及欧洲压疮咨询组(ＥＰＵＡＰ)２００９ 年

推荐的压疮分期标准ꎮ Ⅰ期: 皮肤完整ꎬ连续观察

在同一部位出现以指压之不褪色的局限性红斑ꎮ Ⅱ
期:表皮或真皮受损ꎬ表现为疼痛、皮肤破损、水泡或

浅凹坑ꎮ Ⅲ期 : 表皮和真皮全部受损、皮下组织受

损或坏死ꎬ但尚未穿透筋膜及肌肉层ꎬ 表现为有不

规则形状的深凹ꎬ伤口基部与伤口边缘连接处可能

有潜行凹洞ꎬ可有坏死组织及渗液ꎬ伤口基部基本无

痛感ꎮ Ⅳ期 : 皮肤广泛性受损ꎬ涉及筋膜、肌肉、骨
头和关节或关节囊等支撑结构ꎬ表现为肌肉或骨头

暴露ꎬ可有焦痂、坏死组织ꎬ潜行深洞瘘管、渗出液ꎮ
Ⅴ期:可疑深部组织损伤ꎬ造成皮下软组织受损ꎬ表
现为在完整但褪色皮肤上出现局部紫色或紫黑色ꎬ
或形成充血性水泡ꎮ Ⅵ期:不可分期ꎬ缺损涉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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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层ꎬ表现为溃疡的实际深度完全被创面的坏死组

织(黄色、棕褐色、灰色、绿色或棕色)和 /或焦痂(棕
褐色、棕色或黑色)所掩盖ꎮ

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ꎮ 计量资料以频数 ± 标准差表示ꎬ采用 ｔ 检
验ꎻ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水胶体贴膜组患者中ꎬ有 ３ 例发生术中压疮ꎬ发
生率为 ３％ ꎬ一次性骨棉组患者中ꎬ有 １ 例发生术中

压疮ꎬ发生率为 １％ ꎬ两组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１ ０２ꎬＰ > ０ ０５)ꎮ 水胶体贴膜组有 ３ 例压疮

及一次性骨棉组的 １ 例压疮均发生在侧卧位手术患

者的腋下部位ꎬ且均为Ⅰ期压疮ꎮ

讨　 论

１. 妥善的体位摆放及恰当的工具使用可以有效

降低心脏手术患儿术中压疮的形成　 先心病手术常

常需要摆放侧卧位[８￣１０]ꎬ有文献报道侧卧位会增加

局部组织剪切力ꎬ更易导致压疮的发生 [１１]ꎮ 我院手

术室有效发挥专科组的作用ꎬ制定完善先心手术体

位摆放规范ꎬ既满足手术操作需要又充分考虑患儿

舒适度、安全性及耐受性ꎮ 体位管理是先心病手术

患儿预防压疮的重要前提条件ꎬ体位决定患儿受压

部位ꎬ准确识别不同体位受压部位ꎬ并恰当使用皮肤

保护用具ꎬ可以使保护用具发挥最大的作用ꎮ 预防

压疮的用具品种繁多ꎬ如凝胶体位垫、气垫床、防压

疮贴膜及各类棉垫等ꎬ气垫床不适用于手术中使用ꎻ
凝胶体位垫与人体组织相似ꎬ可分散压力ꎬ有效地减

低压力强度ꎬ但应用于需要使用变温毯的心脏手术

患者时其作用就会降低ꎮ 自制棉垫制作复杂ꎬ使用

周期短ꎬ一旦污染难以清洁消毒ꎮ 水胶体透明贴膜

及一次性骨棉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显示出独特的优

势ꎬ适用于手术患者压疮预防ꎮ
２. 水胶体透明贴膜的使用效果 　 康惠尔水胶

体透明贴膜为聚氨基甲酸乙酯半透膜ꎬ透气防水ꎬ能
有效阻止外界水分渗入ꎬ保持皮肤干燥和较好的通

透性ꎬ其轻薄、柔软、弹性好ꎬ有较强的顺应性ꎬ且黏

贴牢固ꎬ在体位摆放过程中不易变形、卷曲、脱落ꎬ使
用方便ꎮ 水胶体贴膜可对抗摩擦力和剪切力ꎬ缓冲

垂直压力ꎬ减轻皮肤受压ꎬ减少了皮肤与床单的摩

擦ꎬ缓解血运障碍ꎬ能有效延长压疮的发生时间ꎮ 将

水胶体敷料用于重点受压部位ꎬ在本研究中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ꎮ 但由于其成本较高ꎬ要求使用时尽量

准确判断受压点进行重点保护ꎬ对护理人员评估准

确性要求较高ꎮ
３. 一次性骨棉的使用效果 　 一次性骨棉是一

种骨科常用石膏衬垫ꎬ因其吸水性好、透气性高、弹
性高ꎬ具有预防皮肤摩伤、缓解局部压力及保持皮肤

清洁干燥的作用ꎬ且骨棉是一种高纤材料ꎬ贴于皮肤

有很好的舒适度ꎬ术前摆放体位时将一次性骨棉衬

垫于受压部位可以起到良好的预防术中压疮的作

用ꎮ 与以往自制棉垫不同ꎬ一次性骨棉可以依据患

儿的身高、体质量、受压面积大小、手术预计时间的

长短等因素自行调节其使用面积和厚度ꎬ使用便捷ꎬ
可操作性好ꎬ对护理人员评估受压点准确性要求不

高ꎮ 且因其成本较低ꎬ使用后丢弃ꎬ不需回收清洗ꎬ
符合手术室环境的洁净要求ꎮ 但要注意在摆放体位

时保持骨棉的平整ꎬ以免发生卷曲ꎮ
４. 重点部位的保护 　 本研究中两组手术患儿

发生的 ４ 例术中压疮均为侧卧位腋下部ꎮ 侧卧位

时ꎬ受力面积减小ꎬ受压局部单位面积上的压力显著

增加ꎬ加之心内直视手术的特殊性ꎬ需要垫高胸部以

便充分暴露术野利于术者操作ꎬ使得受压一侧的腋

下及肋缘等部位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机剪切力ꎻ婴幼

儿皮肤娇嫩ꎬ腋下及胸廓肋缘等处皮下组织薄弱ꎬ为
发生压疮的高位部位ꎬ应着重加强对此处的保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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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报道

三尖瓣前叶乳头状弹力纤维瘤１例

辛志飞　 刘晓然　 李殿坤　 周子凡　 马 宁　 许秀芳　 李温斌

　 　 [关键词]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ꎻ 三尖瓣前叶ꎻ 三尖瓣置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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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患者女性ꎬ７６ 岁ꎬ主因活动后胸闷气紧 １ 年ꎬ
加重 ３ 个月入住我院ꎮ 患者 ３ 个月前因肺气肿就诊于当地

医院ꎬ行超声心动图ꎬ诊断为三尖瓣强回声团ꎻ５ 天前出现晨

起颜面部水肿及双下肢水肿ꎬ就诊于我院ꎮ 患有高血压 １０
年ꎬ糖尿病 １０ 年ꎮ 体格检查:双肺叩诊呈过清音ꎬ呼吸音清ꎬ
双肺中上部可闻及明显啸鸣音ꎬ双肺底可闻及少量湿啰音ꎬ
心率 ８４ 次 /分钟ꎬ心律齐ꎬ未闻及瓣膜杂音及心包摩擦音ꎮ
肝脏大小正常ꎬ双下肢轻度可凹形水肿ꎮ

入院后第三天行三尖瓣肿物切除术及三尖瓣生物瓣置

换术ꎮ 全麻体外循环下手术可见三尖瓣前叶赘肿物附着ꎬ与
前叶连接不紧密ꎬ边界清楚ꎬ与周围组织无粘连浸润ꎬ占位呈

淡黄色半透明光滑球状ꎬ直径约 １５ｍｍꎬ剪除三尖瓣前叶ꎬ置
换美敦力 ２７ 号生物瓣ꎮ

病理结果汇报提示:三尖瓣占位为乳头状弹力纤维瘤ꎮ
显微镜下可见病理示:一圈黏液状基质和弹性纤维及胶原纤

维ꎮ 外圈由内皮细胞组成ꎮ
术后恢复良好ꎬ术后第四天彩超提示:三尖瓣生物瓣功

能正常ꎬ未见瓣周漏ꎮ 术后第六日出院ꎮ １ 年后随访ꎬ患者一

般情况良好ꎬ未见复发ꎮ
讨论:原发性心脏肿瘤的发病率为 ０ ０２％ ~ ０ ３３％ ꎬ

８０％为良性肿瘤ꎬ其中以黏液瘤最常见ꎬ其次分别为脂肪瘤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１] ꎮ 乳头状弹力纤维瘤占心脏原发肿瘤

的 ８％ ꎬ是一种罕见的原发性心脏肿物ꎬ尤其常见于中老年ꎮ
　 　 　 　

与黏液瘤相比ꎬ乳头状弹力纤维瘤较小ꎬ常为界限明确有梗

的小肿物ꎬ且多发于瓣膜而非心内膜[２] ꎬ在所有累及心瓣膜

的肿瘤中ꎬ约占 ３ / ４ꎬ是最常见的瓣膜肿瘤ꎮ 发病位置依次为

主动脉瓣 ３６ ５％ 、二尖瓣 ２９ ５％ 、三尖瓣 １０ ６％ 、肺动脉瓣

７ ０％ 、心腔 １６ ４％ . 约 ６ ２％为多发ꎮ 术后长期随访ꎬ未见复

发[３] ꎮ 当累及房室瓣时ꎬ常位于心房侧ꎬ累及半月瓣时ꎬ则无

明显差异[２] ꎮ 故若瓣膜上出现肿瘤ꎬ则应该考虑乳头状弹力

纤维瘤的可能[４] ꎮ 因其常发生于主动脉瓣、二尖瓣或左心

腔ꎬ故常导致呼吸困难、胸痛、猝死[５] ꎮ 三尖瓣的乳头状弹力

纤维瘤可以由于三尖瓣反流导致胸部不适、 劳力性呼吸困

难ꎬ或出现右心室流入道梗阻、心律失常、肺动脉梗阻[６] ꎮ 但

有学者总结了 ４２ 例乳头状弹力纤维瘤后认为不存在左右心

脏系统的差异ꎬ考虑到可能是由于左心系统的肿瘤导致的危

害程度较重ꎬ较之右心更易促使患者就诊而被确诊[７] ꎮ 在超

声心动图技术推广以前ꎬ该肿瘤的发现常通过外科手术无意

发现或尸检ꎮ 由于在彩超上ꎬ与其他心脏肿瘤相比没有明显

特异性ꎬ故乳头状弹力纤维瘤不可由心脏彩超鉴别ꎮ 经胸心

脏彩超对于右心系统诊断有效ꎬ经食管心脏超声对于左心系

统诊断有效[６] ꎮ 右心乳头状弹力纤维瘤常无明显症状ꎬ但因

为可并发如肺动脉栓塞、猝死ꎬ所以即使对于无症状的患者ꎬ
也应行手术切除ꎮ 如肿瘤较小且靠近三件瓣游离缘ꎬ可行肿

物切除及三尖瓣修复ꎬ若瘤体较大或靠近三尖瓣基底部ꎬ常
行三尖瓣置换术ꎮ 切除肿物时ꎬ建议切除周围组织以防止

　 　 　 　

图 １　 超声心动图提示三尖瓣前叶瓣体中部右心房面可以见大小约 １３ｍｍ ×１２ｍｍ 回声(箭头所示)ꎮ 图 ２　 冠状动脉 ＣＴ 提示三

尖瓣肿物(箭头所示)ꎮ 图 ３　 可见三尖瓣前叶附着一瘤状物ꎬ以一细长蒂与瓣叶相连(箭头所示)ꎮ 图 ４　 病理切片可见肿瘤组

织杂乱松散ꎬ呈不规则碎裂分布由内皮细胞包绕纤维组织ꎬ与既往文献刊登图片相(箭头所示为包绕组织的内皮细胞ꎬ五角星所

示为组织内部的纤维组织)
(下转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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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兔动脉内膜剥脱模型的建立及血栓检测

王粮山　 李 波　 刘长城　 张 帆　 于 洋　 顾承雄

　 　 [摘要] 　 目的:用金刚砂磨针建立兔动脉剥脱模型ꎬ模拟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后血管腔内的病理

过程ꎮ 方法:分组将 １２ 只新西兰兔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ꎬ每组 ６ 只ꎮ 实验组用金刚砂磨针磨除左

颈动脉内膜建立内膜剥脱模型ꎮ 取对侧颈动脉自身对照ꎮ 术后 ２ 周取标本行 ＨＥ 染色及电镜检查ꎮ 结

果:用金刚磨针磨除内膜后ꎬ动脉损伤累及中膜ꎬ纤维蛋白原暴露ꎬ腔内表面不光滑ꎻ实验组血栓形成率

高于对照组ꎮ 结论:用金刚砂磨针建立动脉模型经济、可重复性强ꎬ可模拟 ＣＥ 术后血管腔内的病理

过程ꎮ
[关键词] 　 金刚砂磨针ꎻ 动脉内膜剥脱ꎻ 血栓ꎻ 动物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０１￣０５６￣０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ｂｂｉｔ ａｒｔｅｒｙ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Ｗ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ꎬ
ＬＩ Ｂｏꎬ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ｎꎬ ＹＵ Ｙａｎｇꎬ ＧＵ Ｃｈｅｎｇｘｉ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ꎬ 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ａｒｔｅｒｙ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ｅｍｅｒｙ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ｎｅｅｄｌｅ ａｎｄ
ｉｍ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２ ｒａｂｂｉ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
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 ｓｉｘ ｒａｂｂｉｔ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ｙ ｇｒｉｎｄ￣
ｉｎｇ ｎｅｅｄｌ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ｏｗ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ａｌｌ ｒａｂｂｉｔｓ. ＨＥ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Ｌａｃ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ｎｉｃａ ｍｅｄｉａꎬ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ｒｔｅｒｙ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ｙ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ｎｅｅｄｌ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 ＝ ０ ０１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ｔ’ｓ ｑｕｉｔ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ｓｅ ｅｍｅｒｙ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ｎｅｅｄｌｅ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ａｒｔｅｒｙ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ｍｏｄｅｌ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ｉｍ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ｍｅｒｙ ｇｒｉｎｄｉｎｇ ｎｅｅｄｌｅꎻ Ａｒｔｅｒｙ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ꎻ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ꎻ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目前ꎬ前往心脏外科手术的冠心病患者血管病

变越来越重ꎬ特别是弥散性 ３ 支病变的患者ꎬ这对外

科医生无疑是巨大的挑战ꎮ 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术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ꎬＣＥ)是弥散性冠状动脉病

变的主要外科手段之一ꎬ然而其围术期心肌梗死发

生率及病死率较高[１￣２]ꎬ如何降低患者 ＣＥ 术后并发

症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ꎮ 因此ꎬ建立理想的动物

动脉内膜剥脱模型尤为重要ꎮ 本研究旨在用金刚磨

针建立兔动脉内膜剥脱模型ꎬ为 ＣＥ 术后并发症的

防治研究提供理想的实验模型ꎮ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了首都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

会审查ꎮ
１. 材料 　 新西兰兔 １２ 只ꎬ雌雄不限ꎬ体质量

３ ５ ~ ４ ５ ｋｇꎬ购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实验动物部ꎻ金刚砂磨针 １ ５ｍｍ(战神鹰公司)ꎻ动
脉夹ꎻ３％戊巴比妥ꎻ肝素 ０. ９％氯化钠液ꎻ小型动物

解剖台为自制ꎻ显微手术器械购于北京安贞医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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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科ꎮ
２. 方法　 (１)分组 　 将 １２ 只新西兰兔随机分

成两组ꎬ每组 ６ 只:Ⅰ组为颈动脉壁切开组ꎻⅡ组为

颈动脉内膜剥脱模型组ꎮ
(２)建立颈动脉内膜剥脱模型　 耳缘静脉建立

静脉通道ꎬ注入 ３％ 戊巴比妥(１ ｍＬ / ｋｇ)ꎬ待麻醉满

意后仰卧位固定于兔台上ꎬ气管环状软骨两侧脱毛ꎬ
备皮ꎬ用碘伏消毒ꎬ常规铺巾ꎮ ２％ (５ ｍＬ:０ １ ｇ)利
多卡因颈部手术区皮肤局部浸润麻醉ꎬ气管环状软

骨正中切口ꎬ充分暴露出气管ꎬ于气管左侧找到颈动

脉鞘ꎬ解剖颈动脉鞘ꎬ充分暴露出左侧颈总动脉约 ３
~ ５ｃｍꎮ 以动脉夹阻断近端及远端血流ꎬ 孤立血管

长度约 ３ｃｍꎬ在远心端用显微剪刀沿血管长轴垂直

剪开约 ０ ２ｃｍꎬ 稀释肝素盐水冲洗血凝块ꎬ 将金刚

磨针(图 １Ａ)从切口插入至颈总动脉近心端约 ２ｃｍꎬ
向远心端来回磨除 ５ 次(图 １Ｂ)ꎬ 然后用 ８￣０ 缝线间

断缝合血管壁(图 １Ｃ)ꎬ 恢复血流ꎮ Ⅰ组仅切开颈

动脉壁ꎬ内膜不予磨除ꎬ直接对位缝合ꎻⅡ组切开动

脉壁后ꎬ依上述方法磨除内膜ꎬ然后对位缝合ꎮ 另取

对侧颈总动脉作为对照ꎬ仅分离出右侧颈总动脉ꎬ不
予切开ꎮ 检查吻合口是否有出血ꎬ并触摸颈动脉远

心端ꎬ检查其搏动情况ꎬ确切止血ꎬ逐层关闭ꎮ 术后

每天肌肉注射青霉素 ８０ 万单位ꎬ持续 ３ 天ꎬ常规预

防感染ꎻ术后每天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 ０ ３ｍＬ 两

次ꎬ持续 ３ 天ꎬ之后每天阿司匹林 １００ｍｇꎬ常规抗凝ꎮ
(３)病理学检查 　 喂养 ２ 周后ꎬ用过量戊巴比

妥处死家兔ꎬ取手术段颈动脉 ２ｃｍꎬ用 ４％甲醛进行

固定、石蜡包埋、连续切片ꎬＨＥ 染色后病理学检测ꎮ
取对侧正常颈动脉用金刚砂行内膜剥脱ꎬ然后行

ＨＥ 染色及扫描电镜检查ꎮ 血管损伤分级定义如

下:０ 级ꎬ内膜完好ꎻ１ 级ꎬ内膜撕裂ꎬ未累及中膜ꎻ２
级ꎬ损伤累及中膜ꎻ３ 级ꎬ损伤累及外膜[３]ꎮ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ꎮ 计数资

料以频数(率)表示ꎬ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间血栓形

成情况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意义ꎮ

结　 果

本研究 １２ 只兔子无手术死亡ꎬＩ 组术后正常喂

养ꎬ无死亡ꎻＩＩ 组 １ 只在术后第 ３ 天出现下肢活动障

碍ꎬ１ 只于第 ７ 天死亡ꎬ解剖发现术侧颈动脉血栓

形成ꎮ
１. 病理学结果　 ①术后即刻　 颈动脉损伤的程

度及形态学表现(表 １ꎬ图 ２Ａ)ꎬ大部分标本损伤累

及中膜ꎬ血管壁仍有少量内皮细胞残留ꎻ扫描电镜

(图 ３)显示内膜剥脱后ꎬ血管内腔表面不光滑ꎬ内皮

覆盖不完整ꎬ可见暴露的基底纤维结构ꎮ ②术后 ２
周 Ｉ 组缝线处可见轻微内膜增生及平滑肌略增厚

(２Ｂ)ꎻＩＩ 组 ５ 例血栓形成(２Ｃ)ꎬ可见大量血小板小

梁形成ꎬ间以少量白细胞及红细胞ꎬ血管腔几乎闭

塞ꎬ余 １ 例可见显著内膜增生ꎬ增生呈“偏心性”ꎬ 内

膜多为增殖的平滑肌细胞ꎬ 外膜可见轻度增生ꎮ
２. 血栓发生率比较结果 　 Ｉ 组血栓发生率为

零ꎬＩＩ 组血栓发生率 ８３ ３％ ꎬ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５)ꎮ

讨　 论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ꎬ以及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的发展ꎬ弥散性冠状动脉病变(ｄｉｆｆｕｓ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ＤＣＡＤ) 的患者比例逐年上

升ꎮ 目前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
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ꎬ ＣＡＢＧ)联合 ＣＥ 是 ＤＡＣＤ 的主要外科

治疗方式ꎮ 然而ꎬ研究显示 ＣＡＢＧ 联合 ＣＥ 术后患

者围术期心肌梗死发生率为 ４ ２％ ~１２ ２％ ꎬ手术病

死率 为 ３ ２％ ~６ ０％ ꎬ 与 单 独 ＣＡＢＧ 相 比 显 著

升高[４￣６]ꎮ
靶血管血栓形成是围术期心肌梗死的直接原

因ꎮ 内皮细胞在维持血液凝血平衡中起关键作用ꎬ
内膜剥脱后ꎬ内皮细胞缺失ꎬ内膜下纤维蛋白原暴

露ꎬ可激活内源性凝血途径进而形成血栓ꎬ并促进血

小板的黏附ꎮ 同时ꎬ前列腺环素合成减少ꎬ血小板聚

集和粘附加剧ꎬ从而导致血栓形成及靶血管堵塞ꎮ
内膜剥脱后表面粗糙可能是另一个原因ꎮ 有研究报

道粗糙的表面有利于血小板的激活和聚集ꎬ进而促

进血栓的形成[７￣８]ꎮ 本研究发现动脉内膜剥脱后ꎬ
纤维蛋白原暴露ꎬ内腔表面粗糙ꎬ实验组血栓形成率

高于对照组ꎬ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机制ꎮ
金钢砂磨针通常被用于打磨玉器ꎬ其表面砂轮

细小均匀ꎬ粗糙不失柔和ꎬ目前尚无报道用于动脉内

膜剥脱模型的建立ꎮ
目前兔颈动脉内膜剥脱模型最常见的方法为球

囊损伤法[９]ꎬ其简单易行ꎬ对兔损伤小ꎬ成活率高ꎮ
在冠状动脉剥脱术时ꎬ由于斑块常累及中层ꎬ通常内

膜以及大部分中层被剥除ꎮ 球囊损伤法损伤常局限

于内皮ꎬ并不能模拟 ＣＥ 术后血管腔内病理变化过

程ꎬ同时球囊导管价格昂贵ꎮ 另外ꎬ有研究报道了显

微镜下摘除内膜法ꎬ此方法内膜剥脱范围较小ꎬ稳定

性较差ꎬ操作难度大ꎮ 然而ꎬ金刚砂磨针价格便宜ꎬ
操作简单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用金刚砂磨针来回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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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新西兰兔的基本特征及动脉损伤情况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性别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体质量 / ｋｇ ３ ６ ３ ８ ３ ７ ３ ７ ４ ０ ４ ２ ４ １ ３ ８ ３ ９ ４ ３ ４ １ ４ ２
损伤分级 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３ １ ２ ２ ２

　 　 注:性别ꎬ“０” ＝ “雌”ꎻ“１” ＝ “雄”

图 １　 使用金刚砂磨针建立颈动脉内膜剥脱模型

Ａ:金刚砂磨针 Ｂ:用磨针磨除内膜 Ｃ:血管吻合成功

图 ２　 ＨＥ 染色结果

Ａ:内膜剥脱后即刻( × １００)Ｂ:Ｉ 组内膜轻微增生

( × １００)Ｃ:ＩＩ 组血栓形成( × ４０)

图 ３　 动脉内腔扫描电镜结果

Ａ:正常颈动脉 Ｂ:内膜剥脱后( × １０００)

内腔ꎬ７５％血管损伤达到 ２ 级ꎬ成功模拟 ＣＥꎬ说明该

方法稳定可靠ꎬ重复性强ꎮ
实验注意事项如下:①考虑到兔颈动脉细小ꎬ宜

选用 ４ ０ ｋｇ 以上的新西兰兔ꎬ因为通常质量大的兔

子颈动脉相对较粗ꎬ易于操作ꎮ ②麻醉时先快速推

注 １ ｍＬ ３％戊巴比妥ꎬ然后缓慢推注至足量ꎬ并根据

呼吸、角膜反射及疼痛反射判断麻醉深度ꎬ不宜麻醉

过深以防呼吸抑制死亡ꎬ术中以加强局麻为主ꎮ ③
磨除内膜时ꎬ动作应轻柔ꎬ避免动脉撕裂ꎮ ④由于动

脉易痉挛ꎬ缝合前我们用 ０ ３％ 的罂粟碱喷洒动脉

表面ꎬ这样动脉扩张利于缝合ꎬ同时术者应配戴显微

　 　 　 　

外科眼镜ꎬ提高精确度ꎮ ⑤血流阻断不宜超过 ２０ 分

钟ꎬ以防术后脑梗死ꎬ同时术毕后可静脉推注糖皮质

激素ꎬ减轻缺血性脑水肿ꎬ提高兔存活率ꎮ
用金刚砂磨针建立动脉模型经济、可重复性强ꎬ

并可模拟 ＣＥ 术后血管腔内的病理过程ꎬ可为进一

步研究 ＣＥ 术后血栓形成及防治提供理想的实验

模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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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维生素 Ｃ 明显提高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
分化为心肌细胞的诱导效率

穆军升　 许士俊　 张健群　 伯 平

　 　 [摘要] 　 目的:将维生素 Ｃ 作为诱导剂ꎬ观察其对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ｍｉＰＳＣ)分化为心肌细胞效

率的影响ꎬ寻找一种更安全、更高效的诱导方法ꎮ 方法:复苏 ｍｉＰＳＣꎬ传代培养后ꎬ利用悬滴培养法使

ｍｉＰＳＣ 形成拟胚体(ＥＢｓ)ꎬ用含维生素 Ｃ 的分化培养基对其进行诱导分化ꎬ对照组不添加诱导剂ꎬ记录

两组拟胚体出现搏动的时间、数量ꎬ计算分化率ꎬ观察维生素 Ｃ 作为诱导剂ꎬ对 ｍｉＰＳＣ 分化为心肌细胞效

率的影响ꎮ 结果:在用含 １０ － ４ｍｍｏｌ / ｍＬ 维生素 Ｃ 的分化培养基时ꎬ大概有 ６２ ５％的拟胚体出现搏动ꎬ而
不加任何诱导剂组约有 ８ ３％的拟胚体出现搏动ꎮ 各组搏动拟胚体 ｃＴｎＴꎬａ￣ａｃｔｉｎｉｎ 免疫染色阳性ꎮ 结

论:维生素 Ｃ 作为一种诱导剂ꎬ能显著提高 ｍｉＰＳＣ 分化为心肌细胞的效率ꎬ并且心肌特异性蛋白 ｃＴｎＴꎬ
ａ￣ａｃｔｉｎｉｎ 染色阳性ꎬ应用维生素 Ｃ 作为诱导剂ꎬ诱导 ｍｉＰＳＣ 向心肌细胞分化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诱导

方法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Ｃꎻ心肌细胞ꎻ诱导分化ꎻ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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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是一类严重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疾

病ꎮ 瓣膜病、心肌病和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共同

特点是ꎬ具有完整收缩功能的心肌细胞数量相对或

绝对减少ꎬ成熟哺乳动物的心肌细胞再生能力有限ꎬ
一旦坏死ꎬ只能由疤痕组织替代ꎬ最终因心脏泵血功

能受损而导致心力衰竭ꎮ 目前ꎬ虽然药物、介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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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等在治疗终末期心脏病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ꎬ
但是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仍然很差ꎮ 随着干细胞技

术的迅速发展ꎬ科学家提出用细胞移植的方法来治

疗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１]ꎮ 近年来ꎬ许多种子细胞

已经成功的应用到动物和人类临床实验中ꎮ 其中ꎬ
研究最多的要数胚胎干细胞ꎮ 胚胎干细胞具有自我

更新和分化为三个胚层各种类型细胞的特性[２￣３]ꎮ
但是ꎬ胚胎干细胞存在形成畸胎瘤的风险ꎬ并且难以

避免社会伦理、道德及免疫排斥问题ꎬ大大的限制了

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前景ꎮ
２００６ 年ꎬ日本科学家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和 Ｙａｍａｎａｋａ 利

用体细胞重编程技术ꎬ将 ４ 种转录因子(Ｏｃｔ￣４、Ｓｏｘ￣
２、ｃ￣ｍｙｃ、Ｋｌｆ)转染到小鼠成纤维细胞中ꎬ获得了与

胚胎干细胞特性非常类似的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ꎬ ｉＰＳＣｓ) [４]ꎮ 一方面

实现了体细胞转化为多能干细胞ꎬ另一方面也解决

了胚胎干细胞所涉及的伦理、道德和免疫排斥等问

题ꎬ成为种子细胞的最佳选择ꎮ 然而ꎬ诱导多能干细

胞体外自然分化为心肌细胞的效率很低ꎬ所以ꎬ我们

需要寻找一种有效地诱导方法ꎮ
本文通过悬滴法形成拟胚体ꎬ利用维生素 Ｃ 作

为诱导剂ꎬ研究其对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向心肌细

胞分化效率的影响ꎬ目的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加高效、
安全的方法ꎬ促进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体外分化为

心肌细胞ꎬ为未来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血管疾病奠定

坚实的理论基础ꎮ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选择　 干细胞来源:小鼠诱导多能干细

胞(ｍｉＰＳＣｓ)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ꎮ
主要试剂:高糖 ＤＭＥＭ(Ｇｉｂｃｏ)、１％的非必需氨

基酸(Ｇｉｂｃｏ)、Ｌ￣谷氨酰胺(Ｇｉｂｃｏ)、０ １ｍｍｏｌ / Ｌβ￣巯
基乙醇(Ｇｉｂｃｏ)、青链霉素(Ｇｉｂｃｏ)、丝裂霉素 Ｃ(Ｓｉｇ￣
ｍａ)、５％ 血清替代品( ＳＲꎬＧｉｂｃｏ)、磷酸盐缓冲液

(ＰＢＳꎬＧｉｂｃｏ)、０ ０５％ 胰酶(Ｇｉｂｃｏ)、明胶胶基质胶

(ＢＤ Ｐｈａｒｍｉｎｇｅｎ)
主要仪器:低速控温离心机(Ｔｈｅｒｍ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Ｌ１０)、高速控温离心机( Ｔｈｅｒｍｏ)、液氮罐 ( Ｔｈｅｒ￣
ｍｏｆｉｓｈｅｒ)、电动移液器 ( Ｔｈｅｒｍ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 ｃ Ｆｉｎｎｐｉ￣
ｐｅｔｔｅＣ１)、ＣＯ２培养箱(ＴｈｅｒｍｏꎬＨＥＲＡ ｃｅｌｌ １５０ｉ)、冻
存管(ＮＵＮＣ)、５０ ｍＬ / １５ ｍＬ 离心管(ＮＵＮＣ)、６ ｃｍ /
１０ ｃｍ 细胞培养皿(ＮＵＮＣ)、６ 孔板 / ２４ 孔板 / ９６ 孔

板细胞培养皿(ＮＵＮＣ)、低黏附性培养皿、超净台、
显微镜及水浴锅ꎮ

２. 实验方法　 ⑴小鼠成纤维细胞的制备、复苏

和培养　 将孕期 １３ ５ 天的昆明白孕鼠拉颈处死ꎬ无
菌条件下取出子宫ꎬＰＢＳ 充分洗涤ꎬ将血迹洗去ꎮ 剪

开子宫和胎膜ꎬ取出胚胎后去其头部和内脏ꎬＰＢＳ 充

分洗涤ꎬ将其剪成 １ｍｍ３ 以下的碎块ꎬ滤网过滤ꎬ将
滤过液吸于离心管中静置 ５ ~ １０ｍｉｎꎬ吸去上清弃

掉ꎬ加入 １ｍＬ 含 ０ ２５％ 胰酶 ＋ ０ ０４％ ＥＤＴＡ 溶液ꎬ
吹吸均匀ꎬ约 ２ｍｉｎꎬ然后加入 １ｍＬ 的 ＭＥＦ 培养液终

止消化ꎬ吹吸均匀后放入离心机中ꎬ８００ｒ / ｍｉｎꎬ离心

５ｍｉｎꎬ弃去上清ꎮ 计数后以 ５ × １０５ / ｍＬ 重悬于 ＭＥＦ
生长培养基上(高糖 ＤＭＥＭꎬ１０％ ＦＢＳ)ꎬ３７℃ꎬ５％的

细胞培养箱中培养至 ９０％的融合度后传代ꎬ当传至

第三代时ꎬ用 １０μｇ / ｍＬ 的丝裂霉素 Ｃ 处理 ２ ５ｈꎬ吸
去培养基ꎬＰＢＳ 将残余培基及死细胞洗净ꎬ适量胰酶

消化ꎬ８００ｒ / ｍｉｎꎬ离心 ４ｍｉｎꎬ收集细胞后重悬于培养

基中ꎬ计数后以 ５ × １０４ / ｍＬ 接种于 ０ １％ 明胶包被

的 １００ｍｍ 培养皿中ꎮ 多余的细胞冻存备用ꎮ
(２)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复苏、培养和传代

　 取出一支冻存的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ꎬ放入 ３７℃
的水浴锅中解冻ꎬ加入到 ５０ｍＬ 离心管中 ８００ｒ / ｍｉｎꎬ
离心 ４ｍｉｎꎬ吸弃冻存液ꎬ加入 ２ｍＬ 干细胞培养基(高
糖 ＤＭＥＭ、１％的非必需氨基酸、１％ Ｌ￣谷氨酰胺、１％
的青链霉素、０ １％的 β￣巯基乙醇、１０％的干细胞胎

牛血清、１ ０００ Ｕ / ｍＬ ＬＩＦ)重悬细胞ꎬ接种到小鼠胚

胎成纤维细胞饲养层上ꎬ３７℃ꎬ５％ 的细胞培养箱中

培养ꎬ隔天更换培养基ꎮ 当细胞团过大或者较密时

胰酶消化传代ꎬ差速贴壁法去除 ＭＥＦꎬ接种于新准

备的 ＭＥＦ 饲养层上ꎮ 继续培养ꎮ
(３)碱性磷酸酶(ＡＬＰ)染色和免疫细胞化学染

色鉴定 ｉＰＳＣｓ　 碱性磷酸酶染色:吸出细胞培养液ꎬ
用 ＰＢＳ 润洗 ２ ~ ３ 次ꎬ用新配制的 ４％的多聚甲醛固

定 １ ~ ２ｍｉｎ(注意:不要超过 ２ｍｉｎ)ꎬ吸出培养基ꎬ用
ＰＢＳ 洗 ２ 次ꎬ吸出 ＰＢＳꎬ用 ＰＢＳＴ 润洗一次ꎻ染色液配

制:(溶液 Ａ∶ 溶液 Ｂ∶ 溶液 Ｃ ＝５０μＬ∶ ５０μＬ∶ ４００μＬ)ꎬ
加适量的染色试剂ꎬ避光放置 １０ ~ １５ｍｉｎꎻ吸出ꎬ用
ＰＢＳ 缓冲液润洗ꎬ最后保存到 ＰＢＳ 溶液中ꎬ显微镜

下观察(未分化细胞为蓝 /紫色ꎬ分化的细胞为无

色)ꎮ 免疫荧光染色:吸出培基ꎬＰＢＳ 洗 ３ 次(用摇

床)ꎬ用 ４％多聚甲醛固定细胞 １０ｍｉｎꎬ吸出ꎬＰＢＳ 洗

３ 遍ꎮ 用 ０ 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ＰＢＳ 配置)透化处理细

胞 １０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３ 遍ꎬ每遍 ５ｍｉｎꎮ 用 ５％ 牛血清蛋

白(ＢＳＡ)封闭 ３０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３ 遍ꎬ每次 ５ｍｉｎꎮ 加入

山羊抗小鼠的一抗 ＳＳＥＡ￣４、Ｎａｎｏｇ(１ ∶ ２００ 稀释)ꎬ
４℃过夜ꎬＰＢＳ 洗 ３ 次ꎬ每次 ５ｍｉｎꎮ 加入兔抗山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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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１∶ ２００ꎬＰＢＳ 稀释)ꎬ并加入 ＤＡＰＩ 染色液ꎬ避光 ４５
~ ６０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５ 遍ꎬ每次 ５ｍｉｎꎮ 加入适量封片剂

封片后ꎬ指甲油固定ꎬ在荧光显微镜下读片ꎮ
(４)悬滴法形成 ＥＢ　 取生长迅速的 ｍｉＰＳＣＳꎬ加

入胰酶消化ꎬ离心后重新悬浮细胞ꎬ计数后用不含

ＬＩＦ 的分化培养基稀释至 ２ × １０４ 个 / ｍＬꎬ２０μＬ 为 １
滴ꎬ每滴大约有 ４００ 个细胞ꎬ滴于 １００ｍｍ 培养皿盖

上ꎬ皿中加 １０ｍＬ 氢氯酸缓冲液(ＰＢＳ)ꎬ培养 ２ ~ ３ 天

后形成 ＥＢꎬ吸出形成的拟胚体ꎬ种植在预先经

０ １％明胶处理过的 ２４ 孔板中ꎬ每孔 ２ 个ꎬ分别用不

含维生素 Ｃ 和含有 １０ － ４ｍｍｏｌ / ｍＬ 维生素 Ｃ 的分化

培养基培养细胞ꎬ隔天更换培养基ꎬ每天观察细胞生

长分化情况ꎮ

图 １　 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形态和鉴定结果　 Ａ: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在光镜下的形态　 Ｂ:对 ｍｉＰＳＣｓ 进行 ＡＰ 染色ꎬ见细胞

染为蓝紫色　 Ｃ:免疫荧光鉴定 ｍｉＰＳＣｓ 标志物 ＳＳＥＡ￣４　 Ｄ:免疫荧光鉴定 ｍｉＰＳＣｓ 标志物 Ｎａｎｏｇ

(５)观察指标　 每天在显微镜下观察拟胚体分

化状态ꎬ记录拟胚体出现跳动的最初时间和数量ꎬ对
出现跳动的区域进行显微录像ꎬ记录跳动频率ꎮ 将

出现跳动心肌细胞的拟胚体数与总的拟胚体数的比

率来计算诱导效率ꎮ 并对心肌细胞进行荧光染色

鉴定ꎮ
(６)免疫荧光染色 　 拟胚体贴壁诱导 ２１ｄ 后ꎬ

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为跳动的心肌细胞ꎮ
将培养基吸出ꎬ用 ＰＢＳ 洗 ３ 遍ꎬ加入 ４％ 的多聚甲

醛ꎬ固定细胞 ２０ｍｉｎꎬ吸弃ꎬＰＢＳ 洗 ３ 遍ꎮ 加入 ０ 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ＰＢＳ 配置)透化处理细胞 １０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３ 遍ꎮ ５％ 牛血清蛋白(ＢＳＡ)封闭 ３０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２
遍ꎮ 一组加入一抗心肌肌钙蛋白 Ｔ( ｃＴｎＴꎬ１ ∶ ２００ꎬ
ＰＢＳ 稀释)ꎬ一组加入一抗心肌骨架蛋白 ａ￣ａｃｔｉｎｉｎꎬ
４℃过夜ꎬＰＢＳ 洗 ３ 遍ꎬ每次 ５ｍｉｎꎮ 分别加入相应荧

光二抗ꎬ室温避光孵育 １ｈꎬＰＢＳ 洗 ３ 遍ꎬ加入 ＤＡＰＩꎬ
室温染 ３０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４ 遍ꎬ每次 ５ｍｉｎꎮ 加入封片剂

封片ꎬ指甲油固定ꎬ在荧光显微镜下读片ꎮ
(７)流式细胞学测定心肌细胞标志蛋白 ｃＴｎＴ

的表达量　 ＭｉＰＳＣｓ 诱导分化 ２１ｄ 后ꎬ吸去培养基ꎬ
ＰＢＳ 洗 ２ 遍ꎬ加入 ０ ２５％ 的胰酶 ＥＤＴＡꎬ３７℃ 消化

２ｍｉｎꎬ加入培养基终止消化ꎬ８００ｒ / ｍｉｎꎬ５ｍｉｎ 离心ꎬ

丢弃上清ꎬ加入 ＰＢＳ 收集细胞ꎬ１ ７００ｒ / ｍｉｎ 离心

５ｍｉｎ 扣干ꎮ 加入 ０ 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ＰＢＳ 配置)对细

胞进行打孔ꎬ冰上 １０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３ 次ꎬ离心ꎬ吸弃上

清ꎬ加入 ５％牛血清蛋白(ＢＳＡ)封闭细胞 ３０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３ 遍ꎬ离心ꎬ吸弃上清ꎬ加入一抗兔抗鼠心肌肌钙

蛋白 Ｔ(１∶ ２００ 稀释)ꎬ４℃过夜(２０ｈ)ꎬＰＢＳ 洗 ３ 次ꎬ
加入山羊抗兔荧光二抗ꎬ避光孵育 ４５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３
遍ꎬ上机检测ꎮ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处理ꎮ 采用组间比较的方差分析ꎬ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形态观察和鉴定结果

及拟胚体形成　 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呈簇生长ꎬ类
似球形ꎬ立体感强ꎬ边缘整齐ꎬ呈簇生长的细胞排列

紧密ꎬ界限和形态难以分清(图 １Ａ)ꎮ 对贴壁生长

的 ｍｉＰＳＣｓ 通过差速离心法去除 ＭＥＦ 饲养层后进行

碱性磷酸酶染色(图 １Ｂ)ꎬ(未分化细胞染色为蓝黑

色ꎬ分化的细胞染为无色)ꎮ 免疫荧光染色鉴定

ｍｉＰＳＣｓ 的标志物 ＳＳＥ￣４ 和 Ｎａｎｏｇ(图 １Ｃ 和 Ｄ)ꎬ(红
色为 ＳＳＥ￣４ 和 Ｎａｎｏｇ 蛋白表达ꎬ蓝色为细胞核)ꎮ
ｍｉＰＳＣｓ 克隆生长迅速ꎬ一般 ３ｄ 可以传代ꎬ传代后生

长更为迅速ꎮ 当克隆长满皿后ꎬ胰酶消化后重悬细

胞ꎬ悬滴 ３ｄ 后 ｍｉＰＳＣｓ 形成拟胚体ꎬ拟胚体成球形ꎬ
将 ＥＢＳ 种植于 ２４ 孔板中(图 ２)ꎮ

２. 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来源的心肌细胞观察　
拟胚体种植后ꎬ贴壁生长ꎬ已经分化的细胞从集落中

央向周围部位爬出ꎬ逐渐分化为搏动的心肌细胞ꎮ
搏动部位如上图箭头所示ꎬ呈片状搏动ꎬ难以分辨单

个细胞形态ꎮ 跳动的细胞频率不一ꎬ这可能和所分

化的心肌细胞数量有差异有关ꎮ １０ｄ 后大量的拟胚

体出现搏动区域ꎬ而且搏动部位的频率随着时间的

增加逐渐增快ꎬ大部分集中在 ７０ ~ ９０ 次 / ｍｉｎ 之间ꎮ
此后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ꎬ搏动的频率开始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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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拟胚体的形态　 Ａ:刚种植到被明胶包被的 ２４ 孔培养板中ꎬ拟胚体还漂浮在培养基中　
Ｂ:拟胚体已经贴壁生长　 Ｃ:ｍｉＰＳＣｓ 从拟胚体中央向四周爬出分化　 Ｄ:分化为跳动心肌细胞

(已录像)

图 ３　 免疫荧光鉴定 ｃＴｎＴ　 Ａ:ｍｉＰＳＣｓ 诱导分化为跳动心肌细胞后鉴定 ｃＴｎＴ 呈红色

荧光　 Ｂ:细胞核被 ＤＡＰＩ 染为蓝色 Ｃ、为 Ａ、Ｂ 两图嵌合为一起

图 ４　 免疫荧光鉴定 ａ￣ａｃｔｉｎｉｎ　 Ａ:ｍｉＰＳＣｓ 诱导分化为跳动心肌细胞后鉴定 ａ￣ａｃｔｉｎｉｎ 呈

绿色荧光　 Ｂ:细胞核被 ＤＡＰＩ 染为蓝色　 Ｃ:Ａ、Ｂ 两图嵌合为一起

下降ꎮ
３. 免疫荧光染色　 在小鼠诱导多能干细胞诱导

分化 ２１ 天后ꎬ对其形成的搏动心肌细胞进行心肌标

志物 ｃＴｎＴ 和 ａ￣ａｃｔｉｎｉｎ 免疫荧光染色ꎬ发出红色荧光

的是 ｃＴｎＴ 蛋白ꎬ发出绿色荧光的为 ａ￣ａｃｔｉｎｉｎ 蛋白ꎬ
在细胞质中ꎬＤＡＰＩ 染色将细胞核标记为蓝色荧光

(图 ３ ~ ４)ꎮ
４. 流失细胞测定心肌肌钙蛋白 ｃＴｎＴ 的表达量

在 ｍｉＰＳＣｓ 诱导分化 ２１ 天后ꎬ对其心肌细胞特异性

标志物 ｃＴｎＴ 进行流式细胞学检测ꎬ结果如下图 ４:
加维生素 Ｃ 诱导剂组 ｃＴｎＴ 为(４７ ５４ ± １ ４６)％ >
未加任何诱导剂组(７ ０２ ± ０ ９５)％ (Ｐ < ０ ０５ꎬ图
５)ꎮ

５. 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小鼠胚胎干细胞诱导分化

为心肌细胞的影响 　 加 １０ － ４ｍｍｏｌ / ｍＬ 的维生素 Ｃ
组在分化 ６ 天后就有拟胚体出现搏动ꎬ而对照组的

图 ５　 流式细胞术测定 ｃＴｎＴ 的表达　 Ａ:不加任何诱导剂 ｃＴｎＴ
蛋白的表达(８ １９％ )　 Ｂ:加维生素　 Ｃ:诱导剂蛋白 ｃＴｎＴ 的表

达(４９ ４１％ )ꎬ图示为诱导效率最高的一组

拟胚体在贴壁的第 １０ 天才有部分拟胚体出现搏动ꎮ
用含 １０ － ４ｍｍｏｌ / ｍＬ 的维生素 Ｃ 的分化培养基诱导

ｍｉＰＳＣ 向心肌细胞分化时ꎬ约有 ６２ ５％的 ＥＢｓ 出现

跳动的心肌合胞体ꎬ而不加任何诱导剂组约有

８ ３％的 ＥＢｓ 出现搏动的心肌合胞体ꎮ 诱导剂组分

化跳动频率与分化效率分布详见图 ６ ~ ７ꎬ跳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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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 ７８ 次 / ｍｉｎꎬ诱导效率为 ６２ ５％ ꎮ

图 ６　 诱导剂组拟胚体跳动频率分布图

图 ７ 　 诱导剂组不同诱导时间点对应

跳动拟胚体数的分布图

讨　 论

心血管疾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ꎬ给人类带

来极大的伤害ꎬ心脏是成熟哺乳动物体内不可再生

的器官之一ꎬ终末期心脏病因具有完整收缩功能的

心肌细胞的丧生而导致心脏功能不可逆转的改变ꎬ
导致一系列临床症状ꎮ 尽管在药物、介入和外科手

术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欣慰ꎬ但是传统的治疗方法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ꎮ 器官移植因受供体来

源、免疫排斥等方面的限制ꎬ给临床治疗带来一些挑

战ꎮ 我们迫切需要寻找更加有效、安全的治疗手段ꎮ
目前ꎬ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ꎬ细胞

移植技术成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研究的焦点[５￣６]ꎮ 目

前ꎬ随着干细胞生物学的快速发展ꎬ细胞替代治疗取

得了可喜可贺的成果ꎬ在基础研究领域ꎬ干细胞治疗

终末期心力衰竭尤其是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取得了

惊人的研究成果ꎮ 但是ꎬ心肌梗死后的干细胞移植

替代治疗存在从干细胞到心肌细胞分化效率低下、
所分化的细胞不单一、有功能的细胞少、移植细胞难

以与周围组织充分融合、形成畸胎瘤等诸多缺点ꎮ
对于研究比价早、比较多的胚胎干细胞来说ꎬ因为难

以解决社会伦理道德、移植免疫排斥等问题ꎬ在诸多

方面受到限制ꎮ 诱导多能干细胞作为干细胞领域的

新宠儿ꎬ一经面世即受到极大的关注ꎬ由于避免了胚

胎干细胞所存在的伦理道德和移植免疫排斥等问

题ꎬｉＰＳ 细胞成为应用于干细胞替代疗法的最佳种

子细胞ꎮ 研究者们一直努力寻找一种耗高效、低廉

并且适合临床应用的体外诱导 ｉＰＳＣｓ 向心肌细胞分

化的方法ꎮ 因为 ｉＰＳ 细胞本身是从体细胞重编程而

来ꎬ带有原始细胞的一些特点ꎬ其体外分化的能力弱

于胚胎干细胞[７￣８]ꎮ 在体外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过

程中ꎬ形成拟胚体是重要的一环ꎬ其应用也比较广

泛[９]ꎮ 悬浮法虽然能利用 ｍｉＰＳ 细胞形成大量的拟

胚体[１０]ꎬ但是因为形成的拟胚体大小不同ꎬ且耗费

较贵ꎬ相反ꎬ悬滴法可以控制拟胚体的大小ꎬ且比较

低廉ꎬ拟胚体发育一致ꎬ有助于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ꎮ
体外培养条件下ꎬ干细胞可以自然分化为心肌

细胞ꎬ但是效率低下ꎬ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

能够提高诱导效率的方法ꎬ包括利用化学诱导剂、与
心肌细胞共培养、转入特定基因等[１０]ꎮ 而应用最多

的是化学诱导剂ꎬ因为其耗费低ꎬ剂量浓度易于控

制ꎬ所以成为了最为常用的诱导方法ꎬ如二甲基亚

砜[１１]、５￣氮胞苷等[１２]ꎬ但是因为其本身具有毒性作

用ꎬ因此限制了它们的应用ꎮ 维生素 Ｃ 是人体必须

的维生素ꎬ相比较其它的化学诱导剂ꎬ更加安全可

靠ꎬ且价格低廉ꎬ容易获取ꎬ因此为研究干细胞分化

为心肌细胞并应用于临床打下良好的基础ꎮ Ｔａｋａ￣
ｈａｓｈｉ 等[１３]的研究发现ꎬ维生素 Ｃ 能够显著促进胚

胎干细胞分化为搏动心肌细胞效率ꎬ同时能够促进

某些心肌细胞特异性基因的表达ꎮ 而且证实了胚胎

干细胞可以在不形成拟胚体的情况下被维生素 Ｃ
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ꎮ 诱导的最佳浓度为 １０ － ４ ~
１０ － ３ｍｏｌ / Ｌꎮ 本实验通过悬滴法形成拟胚体ꎬ发现

１０ － ４ｍｏｌ / Ｌ 的维生素 Ｃ 同样能够显著提高 ｉＰＳ 细胞

向心肌细胞分化的效率ꎬ并且远高于不添加任何诱

导剂组(６２ ５％ ｖｓ. ８ ３％ )ꎮ
目前ꎬ我们还不清楚维生素 Ｃ 作为诱导剂ꎬ显

著提高干细胞分化为心肌细胞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

制ꎬ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ꎬ维生素 Ｃ 在很多生物

反应过程中作为辅因子ꎬ并且常常被用来作为抗氧

化剂ꎮ 但是ꎬ在干细胞分化为心肌细胞过程中ꎬ维生

素 Ｃ 的抗氧化作用阻止了干细胞向心肌细胞的分

化ꎬ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等通过 ＮＡＣ、Ｔｉｒｏｎ 和维生素 Ｅ 作为诱

导剂处理胚胎干细胞证实ꎬ维生素 Ｃ 促进干细胞分

化为心肌细胞并不是通过其抗氧化作用ꎮ Ｅｓｔｅｂａｎ
等[１４]的研究发现ꎬ在重编程过程中ꎬ维生素 Ｃ 可以

下调 ｐ５３ 的表达水平ꎬ减慢细胞衰老过程ꎬ并且显著

促进鼠和人的体细胞重编程为 ｉＰＳ 细胞的效率ꎮ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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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脱甲基酶对胚胎干细胞核心转录基因 Ｎａｎｏｇ 的

表达有重要作用[１５]ꎬ维生素 Ｃ 能够通过促进组蛋白

脱甲基酶的生物活性ꎬ从而促进全能性基因的表达ꎬ
鉴于此有人猜测维生素 Ｃ 可能通过维持 ｉＰＳ 细胞活

性ꎬ减缓细胞衰老进程从而提高干细胞分化为心肌细

胞的效率ꎬ但是这些仍然不能解释维生素 Ｃ 为什么能

够提高胚胎干细胞向心肌细胞分化的效率ꎮ 曹楠

等[１７]的研究发现ꎬ维生素 Ｃ 是通过促进胶原形成ꎬ激
活 ＭＥＫ￣ＥＲＫ１ / ２ 通路ꎬ进而促进心脏祖细胞的增殖

的作用来促进 ｍｉＰＳ 细胞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的ꎮ
综上ꎬ维生素 Ｃ 作为一种化学诱导剂ꎬ显著提

高了 ｍｉＰＳ 细胞分化为心肌细胞的效率ꎬ建立了一种

简单、高效、安全的 ｉＰＳ 细胞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的

实验方法ꎬ而且ꎬ维生素 Ｃ 诱导的心肌细胞展示出

了更好的肌节结构ꎬ对于动作电位更好的反应特性ꎮ
这为研究心脏疾病、药物筛选以及自体心脏再生打

开了一扇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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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文献并无该肿瘤切除术后复发记录ꎬ但术中凭肉

眼宏观观察无法判断该肿瘤的良恶性或者是否具有恶性分

化倾向ꎬ故为预防复发ꎬ必须广泛切除周围组织ꎮ 文献中记

录的乳头状弹力纤维瘤的特点是肿瘤组织杂乱松散ꎬ呈碎

裂分布ꎬ由内皮细胞包绕纤维组织ꎮ 本病例中ꎬ肿瘤较大且

靠近基底部ꎬ故采取三尖瓣前叶切除加三尖瓣置换术ꎮ 病

理观察与文献记录的病理特点相同ꎬ故乳头状弹力纤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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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获得性肺炎临床诊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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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是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实

质(含肺泡壁及广义上的肺间质)炎症ꎬ包括具有明确诊断潜

伏期的病原体感染而在入院后平均潜伏期内发病的肺炎[１] ꎮ
１. 临床诊断

病史和临床表现对诊断 ＣＡＰ 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不高ꎮ
２０１２ 年ꎬ我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发布的«急诊成人社区

获得性肺炎诊治专家共识»列出 ４ 条临床表现ꎬ包括呼吸系

统症状、发热、肺部实变和啰音、血常规炎性改变ꎬ以上任一

条加上胸部 Ｘ 线片状、斑片状侵润性阴影ꎬ除外肺结核、肺肿

瘤等可诊断[１￣２] ꎮ 路一鸣等[３] 认为ꎬＣＡＰ 的诊断主要依靠临

床表现(新出现的呼吸系统及全身感染症状与体征)、实验室

检查(血常规、ＣＲＰ、ＰＣＴ 等)及胸部影像学检查(肺渗出性病

灶)来诊断ꎬ其中最重要的是胸部影像学支持ꎬ尤其是老年

人、有合并症、免疫功能低下的可疑 ＣＡＰ 患者ꎬ临床表现不

典型ꎬ常表现为纳差、消瘦、腹泻及意识障碍等ꎬ或其他系统

疾病(如心力衰竭、高 /低血糖等)ꎬ应常规进行胸部 Ｘ 线检

查ꎬ若 Ｘ 线检查阴性可进一步行胸部 ＣＴ 检查ꎮ 印度社区获

得性肺炎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的管理指南中ꎬ同样重视胸部影

像检查ꎬ对于临床怀疑 ＣＡＰ 患者ꎬ须胸 Ｘ 线片以鉴别诊断ꎬ
当治疗效果不佳还应重复胸 Ｘ 线片检查ꎬ必要时可以以胸部

ＣＴ 来评价疗效和并发症[４] ꎮ
２. 实验室检查　 (１)病原学检测:诊断性检测有助于抗

生素特异性治疗ꎬ减少非必要的实验室检查[５] ꎮ 陈光福等[６]

研究认为ꎬ传统的病原体培养获得结果的时间长ꎬ敏感性和

特异性不理想ꎬ血清免疫学检测方便、快捷ꎬ这种回顾性方

法ꎬ被临床普遍应用ꎬ但只能针对非典型病原体中某一种ꎬ远
不能满足临床需求ꎮ 添加核酸检测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特异

性ꎬ反应现症感染ꎬ因此是目前 ＣＡＰ 临床病原学诊断的主要

研究方向ꎮ 李洁等[８]研究发现ꎬ采用尿抗原测定可提高肺炎

支原体检出率ꎬ及时给予有效抗感染治疗ꎮ 我国急诊成人社

区获得性肺炎诊治专家共识推荐根据可能的不同病原体(如

需氧菌、兼性厌氧菌、厌氧菌、放线菌、分枝杆菌、军团菌属、
衣原体属、支原体属、病毒及真菌)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包
括显微镜检查、培养、支气管泡灌洗、血清特异性抗体、免疫

层析法、尿抗原及聚合酶链反应等) [１] ꎬ这更加符合临床实际

情况ꎬ但分子方法学将是病原学检测的发展方向[９] ꎮ
(２)生物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对提高危险分层、指导抗

生素使用及预后有重要意义ꎮ ＣＲＰ 与 ＣＡＰ 的炎症反应及严

重程度相关ꎬ灵敏性很高ꎬ帮助临床决策[１０] ꎬ但其特异性低ꎬ
在 ＣＡＰ 的诊治中的临床价值存在争议ꎮ ＰＣＴ 被认为是临床

诊断的一个重要工具ꎬ反映持续的炎症反应ꎬ可减少呼吸道

感染抗生素的使用[１１] ꎬ预测不良事件[１２] ꎬ其水平的持续升

高或者不降是治疗无效的表现[１３] ꎮ 炎症细胞因子 ＩＬ￣６ 在重

症 ＣＡＰ 患者中的水平明显高于非重症 ＣＡＰ 患者[１４] ꎬ在疗效

观察上ꎬ血清 ＩＬ￣６ 水平也被认为是治疗反应最敏感和最具特

异性的评估指标ꎬ较传统临床观察指标早而明显ꎮ 在 ＣＡＰ
预后研究[１５]中发现ꎬ纤维蛋白原与 ＣＡＰ 感染程度、范围及感

染病原体的多少有关ꎬ可作为评估 ＣＡＰ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

和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ꎮ 研究显示[１６] Ｄ￣二聚体能反映老年

重症 ＣＡＰ 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ꎬ对 ３０ 天病死率有一定预测

价值ꎮ 可溶性糖化终末产物受体在 ＣＡＰ 患者血浆水平中升

高ꎬ是影响可能致死性临床结局的独立因子[１７] ꎮ 而 ＴＮＦ￣α
的增加是慢性支气管炎的一个重要免疫学现象[１８] ꎮ 生物标

志物的研究将 ＣＡＰ 的病情估计、预测及疗效观察带上了一

个更新、更广阔的平台ꎬ但目前生物标志物自身的特点和其

检测仍存在局限性ꎬ需要更深入、广泛的研究[３] ꎮ
３. 病情严重程度评估　 病情分级的准确和处所决策的

正确是 ＣＡＰ 经验性治疗的重要使动环节ꎮ ２００６ 年ꎬ我国中

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结合 ＰＳＩ 评分标准ꎬ形成包括年龄在

内的 ４ 大项ꎬ共计 ２５ 小项的诊断标准区分门诊、住院患者ꎬ
还有 ７ 项用于评估重症患者[１９] ꎬꎬ而在繁忙的门(急)诊很难

完成ꎬ不易开展ꎮ 英国成人社区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的诊断和

管理(ＣＧ１９１)采用 ＣＲＢ￣６５ 评分对社区医疗死亡风险进行评

估ꎬ将患者分为低、中、高危ꎬ并结合临床综合判断ꎬ０ 分患者

以家庭护理为主ꎬ > ０ 分特别是 > ２ 分患者考虑入院治疗ꎬ院
内采用 ＣＵＲＢ￣６５ 评分(如患者意识不清ꎬ年龄是否 > ６５ 岁ꎬ
血尿素氮值ꎬ呼吸频率如何ꎬ是否出现低血压)进行评估[２０] ꎮ

５６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简单易行ꎬ但评分粗略ꎬ对区分普通 ＣＡＰ 和重症 ＣＡＰ、是否需

ＩＣＵ 监护存在一定缺陷ꎮ ２０１２ 年版«急诊成人社区获得性肺

炎诊治专家共识»结合我国医院实际情况ꎬ将 ＣＡＰ 分为 ４
级:门(急)诊、急诊留观、住院治疗和 ＩＣＵ 治疗ꎮ 增加的急诊

留观()十分符合国情ꎬ并对住院病人评估中结合患者的基础

病ꎬ既简单易于在繁忙的医院开展ꎬ又能层级分明ꎬ不会出现

评估误差ꎬ避免延误病情以及过度医疗[１￣２] ꎮ
４. 经验性治疗　 早期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是降低病死率、

减少细菌耐药的关键因素ꎮ 英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

指南[２２]中推荐ꎬ根据病情评估严重程度ꎬ低危者予口服阿莫

西林ꎬ治疗失败者予以单一大环内酯类ꎮ 中危者阿莫西林与

大环内酯类联和口服或静脉滴注ꎬ青霉素过敏者ꎬ予氟喹诺

酮或二、三代头孢与大环内酯类联用ꎮ 高危者应立即静脉给

予带有 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广谱 β￣内酰胺类抗生素ꎮ 对于

严重 ＣＡＰꎬ如甲氧西林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ꎬ对 β￣内
酰胺耐药ꎬ一线用药推荐万古霉素ꎬ成人剂量 １ｇ 或 ２０ｍｇ / ｋｇꎬ
静脉用药ꎬ１ 次 / １２ 小时[２３] ꎮ 李剑等[２４] 研究认为ꎬ希舒美作

为 ＣＡＰ 经验用药ꎬ对细菌敏感率优于左氧氟沙星、头孢呋辛

钠ꎬ且对支原体引起的 ＣＡＰ 治愈率高ꎬ而调查结果显示在日

本、德国ꎬ肺炎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达

到 ３０ ６％ [２５] 、３ ０％ [２６] ꎬ我国北京朝阳医院报道的一组成人

肺炎支原体对红霉素的耐药率也达到了 ６９％ [２７] ꎮ 高微华

等[２８]研究显示ꎬ莫西沙星注射液和头孢呋辛注射液联用阿

奇霉素口服片剂这两种方案临床总有效率相当ꎬ且 ＣＡＰ 常

见菌对莫西沙星耐药率很低ꎮ 李勉珊等[２９]的Ｍａｔｅ 分析支持

这一结论ꎬ喹诺酮类是唯一可以覆盖细胞外病原菌和细胞内

非典型病原体的理想药物ꎮ 有研究表明ꎬ应用地塞米松可使

ＣＲＰ 降低ꎬ减少 ＣＡＰ 患者住院天数ꎬ但这一观点有待更多的

临床研究证实[３０￣３１] ꎮ
抗生素疗程应该是多长时间? 开始治疗 ３ｄ 无临床症状

改善ꎬ需更换抗生素种类ꎬ低危 ＣＡＰ 者ꎬ一般疗程为 ５ｄꎬ中高

危者 ７ ~ １０ｄ 疗程[２０] ꎮ 而英国指南[２２]中推荐ꎬ低、中危患者ꎬ
需 ７ｄ 疗程ꎬ高危或病原体不明确患者需 ７ ~ １０ｄꎬ如为格兰染

色阴性肠杆菌或金葡菌感染ꎬ根据临床情况应延长至 １４ 或

２１ｄ 疗程ꎮ 临床上ꎬ何时停止抗生素治疗应根据临床症状改

善、病情严重分级、患者基础状况等等综合评价ꎮ
５. 预防 　 流感和肺炎球菌疫苗可用来预防 ＣＡＰꎬ但针

对性不够强ꎮ 主动或被动吸烟是 ＣＡＰ 的独立危险因素ꎬ应
该避免[２１] ꎮ 从细胞生物学来看ꎬ研究肺的 Ｔ 淋巴细胞及相

关因子以增强肺部免疫机制及肺炎链球菌这一最主要致病

菌相对于肺内定植菌的优势在哪里ꎬ都可以作为预防 ＣＡＰ
的研究方向[３０] ꎮ 若最终进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阶段ꎬ则使

患者通气效率下降ꎬ影响日常生活[３２] ꎮ 随着对 ＣＡＰ 的诊疗

水平不断提高ꎬ相信会使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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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９]ꎻ④直视下行主动脉瓣置换术[１０]ꎬ由于显露差ꎬ
对适应证有严格要求ꎬ术前可以根据心脏 ＣＴ 判断

升主动脉位置ꎬ升主动脉不能太靠左ꎮ
随着技术的提高和器械的改进ꎬ胸腔镜辅助

下心脏手术的适应证会进一步扩大[１１] ꎮ 本组病例

研究显示ꎬ胸腔镜辅助二尖瓣及主动脉瓣双瓣置

换术在临床上是可行的ꎬ与传统手术相比较:虽然

手术时间、体外循环相对延长ꎬ但并发症并未明显

增加ꎬ无一例死亡病例ꎮ 因此术前做好评估ꎬ严格

把握手术适应证ꎬ术者提高胸腔镜双瓣膜置换术

操作的熟练程度ꎬ术中进一步缩短手术时间ꎬ手术

安全性好ꎬ临床效果满意ꎬ微创伤ꎬ恢复快ꎬ值得临

床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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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因子相关因子￣２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进展

习明明　 刘挺松　 牛百慧　 宫剑滨

　 　 [关键词] 　 核因子相关因子￣２ꎻ氧化应激ꎻ动脉粥样硬化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０１￣０６８￣０３

　 　 动脉粥样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ꎬＡｓ)疾病在心血管疾病中

属常见病ꎮ 与大部分心血管病一样ꎬＡｓ 的发生发展与心血

管系统自我保护功能丧失有关ꎬ而心血管系统的自身保护功

能主要体现在其抗氧化应激的能力上ꎮ 其中 Ｋｅａｐｌ / Ｎｒｆ ２ 是

细胞内抵抗氧化应激和保持氧化还原平衡的最重要信号通

道[１] ꎬ他存在一定争议ꎮ
一、核因子相关因子￣２ 的生物特性

核因子相关因子￣２(Ｎｒｆ ２)是一种多功能转录因子ꎬ它是

Ｍｏｉ 等[２]１９９４ 年在克隆实验发现的一种新蛋白ꎬ因为与核因

子 Ｅ２ 有着高度同源性ꎬ故命名为核因子 ２ 相关因子ꎮ 它属

于 ＣＮＣ 亮氨酸拉链转录激活因子家族ꎬ其活性受果蝇肌动

蛋白结合蛋白 Ｋｅｌｃｈ(Ｋｅａｐ１)蛋白的负性调节ꎬ作用于抗氧化

反应原件(ＡＲＥ). 生理状态下ꎬＮｒｆ ２ 在细胞质中与 Ｋｅａｐ１ 结

合ꎬ并通过 Ｋｅａｐ１ 蛋白将其锚定于肌动蛋白构成的细胞骨架

上ꎬ从而无法发挥细胞核内转录活性ꎮ 氧化应激时ꎬＲＯＳ 对

Ｋｅａｐ１ 的半胱氨酸残基进行修饰ꎬ引起 Ｋｅａｐ１ 构象变化ꎬ导致

Ｎｒｆ ２ 与 Ｋｅａｐ１ 解离ꎬＮｒｆ ２ 转入细胞核与 ＡＲＥ 结合ꎬ调控抗

氧化蛋白的表达ꎬ如血红素氧合酶 １(ＨＯ￣１)、γ￣谷氨酰半胱

氨酸合成酶、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和依赖还原型辅酶 / ＩＩ
醌氧化还原酶 １(ＮＱＯ１)的表达ꎮ

二、动脉粥样硬化

Ａｓ 是一种炎症反应ꎬ其特点是氧化修饰的低密度脂蛋

白(ｏｘ￣ＬＤＬ)在内皮细胞的浸润和聚集ꎬ造成血管内皮细胞氧

化应激损伤ꎮ 氧化应激过程中的产生的活性氧簇(ＲＯＳ)不
但对构成生物体的脂类、蛋白质、核酸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ꎬ
还能介导细胞信号传导促进 Ａｓ 形成及发展ꎮ ＲＯＳ 致动 Ａｓ
分子机制包括:①氧化物通过增加胞浆内 Ｃａ２ ＋ 浓度激活

Ｃａ２ ＋ 信号通路ꎬ激活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 (包括 ＥＲＫｓ、 ＪＮＫ /
ＳＡＰＫｓ、ｐ３８ＭＡＰＫ)ꎬ激活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亚单位 ｐ４７ｐｈｏｘꎬ诱导

主动脉内皮细胞[３]和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超氧化物产生ꎬ促进

粥样斑块形成ꎻ②氧化物通过激活 ｐ３８ＭＡＰＫꎬ上调单核细胞

趋化蛋白￣１ 的表达ꎬ导致血管壁炎性细胞浸润[４] ꎮ
由于整个心血管系统粥样斑块下形成的易感性并不一

致[５] ꎬ在粥样斑块易发区如血管分叉处或血管分支ꎬ振荡、非
定向的血液湍流会产生剪切应力ꎬ增加 Ａｓ 的风险ꎬ而粥样斑

块很少形成于单纯受非定向层流血流的血管区域ꎮ 层流血

管壁抗 Ａｓ 作用ꎬ它主要是受应力刺激ꎬ激活内皮源性的一氧

化氮合成酶而释放的一氧化氮(ＮＯ)ꎬＮＯ 是强大的血管舒张

因子ꎬ能部分抵消肾素￣血管紧张素、交感神经和其他收缩血

管系统的收缩血管的作用ꎮ 当血管中血流处于振荡状态时ꎬ
其对血管产生的剪切力就不均一ꎬ导致 ＮＯ 释放减少以及超

氧化物生成增多ꎬ从而导致氧化应激的增强ꎬ加速 Ａｓ 的病理

过程ꎮ 近年来研究发现ꎬ层流的血流促进 Ｎｒｆ ２ 的激活和抗

Ａｓꎬ振荡的血流抑制 Ｎｒｆ ２ 的激活从而易于形成 Ａｓ[６] ꎮ 因此

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探讨 Ａｓ 的形成与血液流变学的关系ꎬ
从而更好理解血流、Ｎｒｆ ２、Ａｓ 的易感性三者之间的相互

作用ꎮ
三、 核因子相关因子￣２ 与 Ａｓ 密切相关

Ｎｒｆ ２ 激活一系列 ＡＲＥ 偶联抗氧化酶的转录ꎬ包括超血

红素加氧酶 １(ＨＯ￣１)、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ＮＡＤＰＨ 脱氢酶

(醌 １)(ＮＱＯ１)、过氧化氢酶(ＣＡＴ)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Ｐｘ)等ꎬ而这些酶的调节功能障碍与 Ａｓ 的发生密切相关ꎮ
然而ꎬ目前有研究表明ꎬ Ｎｒｆ ２ 与多种致 Ａｓ 因子存在交叉作

用ꎬ如血管细胞黏附分子￣１(ＶＣＡＭ￣１)、ＮＱＯ１、ＩＦ￣１[７] ꎬ这提示

Ｎｒｆ ２ 可能加速 Ａｓ 过程ꎮ 因此ꎬ关于循环系统中 Ｎｒｆ ２ 的激活

是有保护作用还是兼具有害作用我们需要重新探讨ꎬ以便深

入的理解 Ｎｒｆ ２ 和 Ａｓ 的相互关系ꎬ这对于研究 Ａｓ 的发病机

制具有重要作用ꎮ
１. Ｎｒｆ ２ 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Ｎｒｆ ２ 发挥抗 Ａｓ 作用

主要体现在ꎬ保护血管内皮功能和血管完整性ꎬ抑制泡沫细

胞的形成ꎬ提高动脉粥样斑块稳定性ꎮ
(１) Ｎｒｆ ２ 对血管内皮保护作用　 生理情况下ꎬ完整的血

管内皮细胞能清除过多的氧自由基ꎬ维持细胞稳态ꎬ动脉粥

样硬化过程中ꎬ血管内皮的完整性受损ꎬ内皮发生功能障碍ꎬ
抗氧化防御系统被破坏ꎮ 目前ꎬ大量研究发现 Ｎｒｆ ２ 与血管

内皮的完整性密切相关: ①Ｄｏｎｏｖａｎ 等[８] 报道ꎬ当对冠状动

脉内皮细胞进行 Ｎｒｆ ２￣ｓｉＲＮＡ 或对 Ｋｅａｐ１ 过表达(即阻断 Ｎｒｆ

８６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１



２ 信号通路)ꎬ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ꎬＶＥＧＦ)和 ＩＧＦ￣１ 刺激诱导血管生成ꎬ结果表明

Ｎｒｆ ２ 缺失会出现内皮细胞增殖和粘附受损、细胞迁移及形

成毛细血管样结构的能力降低的情况ꎬ表明 Ｎｒｆ ２ 是血管生

成过程中正常内皮细胞的必要条件ꎻ②Ｚｒｅｌｌｉ 等[９] 报道ꎬ橄榄

油提取物￣羟基酪醇可以激活和稳定血管内皮的 Ｎｒｆ ２ 的表

达ꎬ使抗氧化酶 ＨＯ￣１ 量增多ꎬ发挥抗血管内皮细胞氧化作

用ꎻ③Ｃｈｅｎ 等[１０]报道ꎬＮｒｆ ２ 能够减轻缺氧过程中 Ｈ９ｃ２ 心肌

细胞内 ＲＯＳ 的产生ꎬ抑制 Ｈ９ｃ２ 心肌细胞的凋亡ꎮ 这些都说

明ꎬＮｒｆ ２ 激动剂或抑制剂能够通过相应调控 Ｎｒｆ ２ 及其下游

基因的表达ꎬ影响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粘附等ꎬ发挥对冠

状动脉的保护作用ꎮ
(２)Ｎｒｆ ２ 抑制泡沫细胞形成　 Ａｓ 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巨

噬细胞浸润内皮细胞形成泡沫细胞的过程ꎮ 激活 Ｎｒｆ ２ 的下

游物质血红素加氧酶￣１(ＨＯ￣１)表达ꎬ可以减弱 ＲＯＳ 介导的

内皮细胞的凋亡以及抑制 ｏｘ￣ＬＤＬ 介导的单核细胞迁移ꎬ从
而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作用[１１] ꎮ 小鼠体内实验表明ꎬ暴露

于 ｏｘ￣ＬＤＬ 的巨噬细胞会反应性的增加 Ｎｒｆ ２ 的表达ꎬ从而通

过激活 ＩＩ 相抗氧化酶间接保护巨噬细胞免受 ｏｘ￣ＬＤＬ 介导的

损伤[１２] ꎮ 高脂喂养的小鼠动物模型中ꎬ巨噬细胞 Ｎｒｆ ２ 缺失

或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缺乏的骨髓巨噬细胞泡沫细胞形成增

加ꎬ加速了 Ａｓ 的形成[１３] ꎮ 这些研究表明ꎬＮｒｆ ２ 能够抑制泡

沫细胞形成ꎬ发挥抗 Ａｓ 作用ꎮ
(３) Ｎｒｆ ２ 提高动脉粥样斑块稳定性　 Ｎｒｆ ２ 可以通过调

节 ＨＯ￣１、γ￣ＧＣＳ 和 ＮＱＯ１ 的表达ꎬ提高动脉粥样斑块的稳定

性ꎬ降低 Ａｓ 相关疾病的发病率或死亡率ꎮ Ｐｅｎｇ[４] 等发现ꎬ
ＨＯ￣１ 提高动脉粥样斑块的稳定性作用与 ＭＭＰ￣９(基质金属

蛋白酶￣９ꎬ它与斑块稳定性密切相关) 的抑制密切相关ꎮ
Ｍｏｚｚｉｎｉ 等[１４]还发现ꎬ循环血中单核细胞内质网应激也与 Ａｓ
的形成密切相关ꎬ临床随机对照实验显示ꎬ在稳定型心绞痛

患者血中 ＧＲＰ ７８ / Ｂｉｐ 和 Ｃ / ＥＢＰ 同源蛋白(二者分别反应非

折叠蛋白反应(ＵＰＲ)强度和内质网(ＥＲ)应激水平)比对照

组患者显著升高(Ｐ < ０ ０１)ꎬ并且与对照组相比ꎬＮｒｆ ２ / ＡＲＥ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Ｐ < ０ ０１)ꎬ由此他们推测冠心病患者由

于循环血中氧化磷脂(ｏｘＰＡＰＣ)水平升高ꎬ使外周血单核细

胞内质网应激增强ꎬ抑制 Ｎｒｆ ２ / ＡＲＥ 表达ꎬ抗 Ａｓ 作用减弱ꎬ
降低动脉粥样斑块稳定性.

２. Ｎｒｆ ２ 的致 Ａｓ 作用　 然而ꎬ有报道指出 Ｎｒｆ ２ 具有致

动脉硬化作用ꎮ Ｎｒｆ ２ 的致 Ａｓ 与其促进 ＣＤ３６ 的表达增加密

切关系ꎮ ＣＤ３６ 是在多种组织细胞上表达的跨膜糖蛋白ꎬ属
于 Ｂ 族清道夫受体ꎬ单核巨噬细胞上的 ＣＤ３６ 是吞噬、摄取

ｏｘ￣ＬＤＬ 的主要受体ꎮ 除介导泡沫细胞形成外ꎬＣＤ３６ 还有促

进凝血和单核细胞聚集ꎬ促进炎症反应和氧化、凋亡等多种

功能ꎮ 其表达可被高度调控ꎬ是巨噬细胞泡沫化和 Ａｓ 发生

发展的重要因素ꎬ而具有抗氧化作用的 Ｖｉｔ Ｅ 可以减轻 Ａｓ 过

程中 ＣＤ３６ 的表达ꎬ抑制粥样斑块形成ꎮ
Ｂａｒａｊａｓ. 等[１５]实验发现ꎬ用高脂饮食喂养小鼠 １０ ~ ２０ 周

不等ꎬ分为 Ｎｒｆ ２ 充足组和缺乏组ꎬ比较实验 ＡｐｏＥ￣ / ￣小鼠的粥

样斑块形成情况ꎮ 结果发现ꎬ与 ＡｐｏＥ￣ / ￣ Ｎｒｆ ２ ＋ / ＋ 小鼠相比ꎬ
ＡｐｏＥ￣ / ￣Ｎｒｆ ２ ￣ / ￣小鼠主动脉的斑块形成明显减少ꎬ且血管壁的

弹性减退ꎮ Ｎｒｆ ２ ￣ / ￣小鼠的抗炎症反应和低主动脉斑块面积

形成机制与抑制巨噬细胞吞噬 ｏｘ￣ＬＤＬ 和泡沫细胞减少有

关ꎬ而用单纯用 ｏｘ￣ＬＤＬ 诱导 Ｎｒｆ ２ ￣ / ￣ 的小鼠ꎬ其巨噬细胞中

ＣＤ３６ 的表达没有相应增加[１６] ꎮꎬ这一现象说明ꎬ氧化应激过

程中ꎬＮｒｆ ２ 的存在会激活 ＣＤ３６ 的表达ꎬ促进泡沫细胞的形

成ꎬ对动脉粥样斑块的产生具有促进作用ꎮ 这使得目前 Ｎｒｆ ２
在 Ａｓ 的发展的不确切的作用受到重视ꎮ

Ｎｒｆ ２ 除了上调清道夫蛋白来促进 Ａｓ 过程ꎬ还通过调节

其他方面来干预 Ａｓ 前期阶段ꎮ Ｎｒｆ ２ 的激活能够控制血管

内皮细胞生长的转录因子 ４(ＡＴＦ４)ꎬ致使硬化区单核细胞聚

集ꎬ从而促进粥样斑块的形成[１７] ꎮ 此外ꎬＮｒｆ ２ 还与其他已知

的促 Ａｓ 因素相互作用ꎬ其包括血管黏附分子￣１(ＶＣＡＭ￣１)ꎬ
ＮＱＯ１ 和白细胞介素￣１(ＩＬ￣１)ꎮ

３. 结语与展望　 Ｎｒｆ ２ 的是机体维持氧化还原平衡的关

键组分ꎬ它能减缓氧化应激相关的病理过程ꎮ 缺乏 Ｎｒｆ ２ 的

患者容易患 Ａｓꎬ目前多项研究发现ꎬ药物发挥心肌保护作用

与 Ｎｒｆ ２ 途径的激活密切相关ꎬ如:丹参素、红景天苷通过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ｂ 和 Ｎｒｆ ２ / / Ｋｅａｐ１ / ＨＯ￣１ 信号通路ꎬ减轻氧

化应激损伤ꎬ缩小心肌梗死面积[１８￣２０] ꎻ柚皮素、鞣花酸通过激

活 Ｎｒｆ ２ꎬ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由氧化应激引起的功能障碍ꎬ减
缓 Ａｓ 进程[２１] ꎻ鼠尾草酸可以增强 Ｎｒｆ ２ 的表达、上调 ＩＩ 相解

毒酶活性ꎬ减轻去甲肾上腺素诱导的心肌细胞氧化应激[６] ꎮ
因此ꎬ对于 Ｎｒｆ ２ 作为潜在治疗方法的研究显得异常紧迫ꎮ
然而ꎬ由于 Ｎｒｆ ２ 的活性增加可能加速 Ａｓꎬ下一步的工作是更

加深入的理解 Ｎｒｆ ２ 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中的复杂的参与机

制ꎬ从而科学评估 Ｎｒｆ ２ 能否作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治疗靶

点ꎮ 对此通路全面而精确的了解必将为心血管系统疾病领

域的预防和治疗开辟崭新的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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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新型心力衰竭药物的当代现状

虞莹珺　 张凤如

　 　 [关键词] 　 心力衰竭ꎻ药物治疗ꎻ新型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０１￣０７１￣０４

　 　 心力衰竭是指任何原因引起心肌损伤使心肌结构和功

能发生改变ꎬ导致心室泵血功能降低ꎬ不能满足机体需要的

临床综合征ꎬ是各种心脏病的终末阶段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慢
性心力衰竭患者人数已高达 ２ ２００ 万ꎬ且每年新增人数超过

２００ 万ꎮ 它的发病率的升高主要是因为人类寿命的延长ꎬ还
有各种风险因素的增加(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代谢异常和

肥胖等)、其他心血管疾病存活率提高后的心力衰竭转归(如
心肌梗死、心瓣膜病、缺血性心肌病及心律失常)等[１￣４] ꎮ

目前全球对治疗心力衰竭的新药研发正进行得如火如

荼ꎬ按作用机制的不同可分为重组人脑钠肽、人心房利钠肽、
血管加压素 Ｖ２ 受体拮抗剂、血管紧张素 ＩＩ￣１ 型受体激动剂、
肌浆网钙￣ＡＴＰ 酶泵 ( ｓａｒｃ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 Ｃａ２ ＋ ￣ＡＴＰａｓｅꎬ
ＳＥＲＣＡ２ａ)激动剂、心肌肌球蛋白激动剂、尿皮质激素￣２ 等

等ꎮ 本文将对各类药物分别进行简单的介绍ꎬ见表 １ꎮ
一、血管扩张剂

１. 重组人脑钠肽:奈西立肽(ｎｅｓｉｒｉｔｉｄｅ) 　 奈西立肽ꎬ是
一个具备神经内分泌和扩血管功能的重组人脑钠肽ꎬ同类药

物中对其研究最多[５] ꎮ 目前ꎬ国内外心力衰竭指南中推荐用

于治疗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ꎮ 奈西立肽通过与利钠肽 Ａ
型和 Ｂ 型受体结合ꎬ增加靶细胞的环鸟苷酸水平ꎬ舒张平滑

肌细胞ꎬ扩张动静脉血管ꎬ发挥其利尿排钠、血管扩张和平滑

肌松弛的作用ꎬ还能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５￣６] ꎮ
２０１０ 年完成的 ＡＳＣＥＮＤ￣ＨＦ 试验ꎬ观察了奈西立肽对 ７ １４１
例心力衰竭患者的疗效ꎬ结果显示该药与安慰剂对呼吸困难

中等或明显改善率ꎬ在 ６ｈ 内分别为 ４４ ５％ 和 ４２ １％ (Ｐ ＝
０ ０３)ꎬ在 ２４ｈ 内分别为 ６８ ２％ 和 ６６ １％ (Ｐ ＝ ０ ００７)ꎬ其中

呼吸困难通过 Ｌｉｋｅｒｔ 七级自评表衡量ꎬ患者对比服药时的呼

吸困难程度在“明显改善”到“显著恶化”的范围内选择评估

服药后状态ꎬ但同时该药却增加了低血压 (收缩压低于

１０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或者静脉注射硝酸甘油后 <
１１０ｍｍＨｇ 的风险ꎬ奈西立肽组与安慰剂组的低血压发生率

分别为 ２６ ６％ 和 １５ ３％ ꎬ(Ｐ < ０ ００１)ꎮ 故指南的推荐强度

甚至低于传统的治疗药物[７￣１０] ꎮ
２. 人心房利钠肽　 (１)卡培立肽(ｃａｒｐｅｒｉｔｉｄｅꎬα￣ｈＡＮＰ)

　 卡培立肽是重组人心房利钠肽ꎬ有扩张血管和利尿的作

用ꎬ可同时减轻心脏前、后负荷ꎮ 卡培立肽被批准用于急性

心功能衰竭(包括慢性心功能衰竭急性加重)的患者ꎮ 在一

项涉及 ３ ７７７ 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上市后观察性研究中ꎬ
主治医生对接受卡培立肽的患者进行主观症状如呼吸困难

程度、心悸、全身无力、胸部压迫、咳嗽或咳痰、四肢冰冷和查

体发现如肺部啰音、胫前水肿、发绀、室性奔马律、颈静脉扩

张、肝肿大及 Ｓｗａｎ￣Ｇａｎｚ 导管法获取的血流动力学等变化进

行评价结果显示ꎬ８２％的患者接受卡培立肽治疗后心力衰竭

有所改善ꎬ但有近 １０％ 的患者出现了低血压[１１] ꎮ 另一项涉

及 １ ８３２ 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中ꎬ使用

卡培立肽单药从急性期恢复的患者根据修正 Ｂｏｒｇ 评分进行

呼吸困难的主观症状评估ꎬ结果也显示卡培立肽对心力衰竭

患者的呼吸困难有明显缓解作用[１２] ꎮ 随机对照试验证明卡

培立肽在超过 ３ 年的随访时间里病死率和再入院率较之对

照组明显下降[１３] ꎮ 此外ꎬ很多试验还表明卡培立肽对心室

重构有预防作用[１４￣１５] ꎮ
(２)乌拉立肽(ｕｌａｒｉｔｉｄｅ)　 尿钠素是一种修饰后的心房

利钠肽ꎬ由肾脏远曲小管合成和分泌ꎬ而乌拉立肽是尿钠素

的衍生物[１５] ꎬ与奈西立肽作用相似ꎬ其 ＩＩＩ 期临床研究仍在

继续[１６￣１８] ꎮ 一项对 ２２１ 例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乌拉立

肽临床研究结果显示ꎬ乌拉立肽能够降低心脏充盈压ꎬ改善

呼吸困难[１９] ꎮ
３. 重组人松弛素￣２(ｓｅｒｅｌａｘｉｎ) 　 重组人松弛素￣２( ｓｅｒｅ￣

ｌａｘｉｎ)可通过舒张血管降低心肌负荷、增加心肌细胞生存率、
减少心肌重构等机制改善急性心力衰竭[１５ꎬ２０] ꎮ 一项国际多

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观察了 Ｓｅｒｅｌａｘｉｎ 对 １ １６１
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ꎬ其较安慰剂能更好的

改善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ꎬ该研究通过在服药

后从基线到第五天的视觉模拟评分面积变化(ＶＡＳ ＡＵＣ)评
估呼吸困难症状改善情况ꎬ其较安慰剂组提高了 ４４８ ｍｍ３ / ｈ
(９５％ ＣＩ:１２０ ~ ７７５ꎬ Ｐ ＝ ０ ００７)ꎬ但再入院率无明显改变ꎬ重
组人松弛素￣２ 组与安慰剂组的 ６０ 天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估计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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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率分别为 １３ ２％ 和 １３ ０％ ꎬ危险比为 １ ０２(９５％ ＣＩ:０ ７４
~ １ ４１ꎬＰ ＝ ０ ８９)ꎻ用药 １８０ 天时患者的心血管死亡和全因

死亡风险均降低 ３７％ [２１] ꎮ 因安全性尚不确定ꎬ２０１４ 年未通

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新药审批ꎮ
二、正性肌力药

１. 钙离子增敏剂:左西孟旦( ｌｅｖｏｓｉｍｅｎｄａｎ) 　 左西孟旦

可与肌钙蛋白相结合ꎬ稳定钙离子诱导的心肌纤维蛋白的空

间构型ꎬ增加心肌收缩力ꎬ而心率、心肌耗氧无明显变化ꎬ还
可通过激活三磷酸腺苷敏感的钾通道使血管扩张[２２￣２３] ꎮ 在

一项短期使用左西孟旦对急性失代偿的心力衰竭患者疗效

的随机对照研究中ꎬ７００ 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分别给予左西

孟旦和安慰剂ꎬ并给予患者的数天内临床表征包括患者呼吸

情况、临床总体状态、血 ＢＮＰ 水平、纽约心脏学会(ＮＹＮＨ)心
功能状态等在内变化综合评分ꎬ结果显示左西孟旦组较安慰

剂组更优ꎬ能改善呼吸困难、体液潴留情况ꎬ且同时病情恶化

(主要包括呼吸困难加重、呼吸过速和肺水肿加重)的比例明

显低于安慰剂组ꎬ发生率分别为 １５％和 ２６％ ꎬ但是左西孟旦

治疗引起低血压和心律失常的频率及 ９０ｄ 死亡人数均更

高[２４] ꎮ 因其不能改善急性心力衰竭的预后ꎬ因此指南对它

的推荐力度低于传统治疗药物[２５] ꎮ
２. 肌浆网钙￣ＡＴＰ 酶 ２ａ 型(ＳＥＲＣＡ２ａ)泵激动剂:米迪卡

(Ｍｙｄｉｃａｒ) 　 心脏收缩与钙离子密切相关ꎬ进入心肌的钙离

子越多ꎬ心肌收缩力越强ꎮ 心肌舒张时ꎬ人体中 ７５％ 的钙离

子通过 ＳＥＲＣＡ２ａ 泵回流进入肌浆网ꎬ而心力衰竭患者的肌

浆网钙离子浓度降低ꎬ部分归因于 ＳＥＲＣＡ２ａ 泵活性的减退ꎬ
从而影响心脏收缩和泵血ꎮ Ｍｙｄｉｃａｒ 是一种基因靶向替代疗

法ꎬ利用心导管将该基因传送到冠状动脉ꎬ恢复过低的 ＳＥＲ￣
ＣＡ２ａ 酶水平ꎬ有效基因表达时间可长达 ３ ７ 年[２６￣２７] ꎮ 一项

正在进行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及国际多中心的 ＩＩ ｂ 期

临床试验观察显示ꎬ接受该疗法的患者因心脏疾病前往就医

的次数明显下降[２８] ꎮ
３. 心肌肌球蛋白激动剂:欧米开(ｏｍｅｃａｍｔｉｖ ｍｅｃａｒｂｉｌ) 　

心脏的收缩有赖于心脏肌球蛋白的正常功能ꎬ当这种蛋白收

缩功能减弱时就会发生心力衰竭ꎮ ｏｍｅｃａｍｔｉｖ ｍｅｃａｒｂｉｌ 可以

激活心脏肌球蛋白ꎬ增强心肌收缩力[２９ ￣３１] ꎮ 然而ꎬ临床 ＩＩ 期
研究结果显示该项研究未能改善呼吸困难这一主要终点

指标ꎮ
４. 钠钾￣ＡＴＰ 酶抑制剂 ＋ ＳＥＲＣＡ２ａ 泵激动剂:伊思托赛

(ｉｓｔａｒｏｘｉｍｅ)　 ｉｓｔａｒｏｘｉｍｅ 具有正性收缩和正性舒张的双重药

理作用ꎬ其正性收缩作用是通过抑制钠钾 ＡＴＰ 酶的活性、增
加细胞内游离钙浓度来实现的ꎻ正性舒张的作用是通过提高

ＳＥＲＣＡ２ａ 活性ꎬ加速舒张期细胞内游离钙的清除来实现的ꎬ
其致心律失常作用低于地高辛[３２￣３３] ꎮ 一项涉及 １２０ 例心力

衰竭患者的 ＩＩ 期临床试验显示 ｉｓｔａｒｏｘｉｍｅ 可降低肺毛细血管

动脉楔压ꎬ升高收缩压ꎬ并且降低舒张期僵硬度(Ｐ < ０ ０１)ꎮ
在不良反应方面ꎬｉｓｔａｒｏｘｉｍｅ 组和安慰剂组比较无显著差异ꎬ
仅出现了呕吐和注射点疼痛ꎮ 另外ꎬ一项观察 １２０ 例心力衰

竭患者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ＨＦ 临床研究显示ꎬｉｓｔａｒｏｘｉｍｅ 还能降低

心率、升高心指数ꎬ并且不影响肾功能和肌钙蛋白水平(Ｐ <
０ ０１) [３４￣３５] ꎮ

三、血管加压素 Ｖ２ 受体拮抗剂

１. 托伐普坦( ｔｏｌｖａｐｔａｎ) 　 托伐普坦可阻断血管加压素

的作用ꎬ可促进水分从肾脏排泄ꎬ升高血钠ꎬ因此对水肿伴低

钠血症的患者是很好的选择ꎮ 一项观察托伐普坦对 ４ １３３ 例

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托伐普坦仅中

度改善呼吸困难、水肿、血钠和肾功能ꎬ对总病死率、心力衰

竭相关病死率较安慰剂比无明显变化ꎬ其中呼吸困难通过

Ｌｉｋｅｒｔ 七级自评表衡量ꎬ患者对比服药时的呼吸困难程度在

“明显改善”到“显著恶化”的范围内选择评估服药后状态ꎮ
除心力衰竭以外ꎬ此药还可运用于肝硬化以及抗利尿激素分

泌不当综合征引起的低钠血症[３６￣３７] ꎮ
２. 盐酸考尼伐坦( ｃｏｎｉｖａｐｔａｎ) 　 盐酸考尼伐坦是血

管加压素 Ｖ１ａ 和 Ｖ２ 受体的一种非肽类双重抑制剂ꎬ主要

用于血容量正常的低钠血症的治疗ꎮ 一项纳入了 １７０ 例

恶化型心力衰竭患者的随机、双盲、多中心的试验结果显

示ꎬ在常规心力衰竭治疗基础上加用盐酸考尼伐坦治疗ꎬ
能剂量依赖性的增加尿量ꎬ并且无明显不良反应ꎮ 除此

之外ꎬ试验结果还显示盐酸考尼伐坦 ２０ｍｇ / ｄ 或 ４０ｍｇ / ｄ
时能降低动脉楔压和排尿量 [３８￣３９] ꎮ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

于 ２００５ 年底批准其上市ꎬ成为这类治疗药中的首个被批

准上市的药物ꎮ
３. 利伐普坦( ｌｉｘｉｖａｐｔａｎ) 　 与托伐普坦作用机制相同ꎬ

利伐普坦亦是血管加压素 Ｖ２ 受体拮抗ꎮ 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结果表明利伐普坦也具备剂量依赖性地增加尿量的作用ꎬ并
使血钠浓度显著升高[４０] ꎮ

四、其他

１. 钙离子拮抗剂:氯维地平(ｃｌｅｖｉｄｉｐｉｎｅ) 　 氯维地平是

第四代二氢吡啶类钙离子拮抗剂ꎮ 一项涉及 １６ 例急性心力

衰竭且高血压患者的随机、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氯维

地平较硝酸甘油降压更迅速、效果更好ꎬ达到初始目标血压

(ＩＴＲ)的平均时间为 １１ ３ｍｉｎꎬ且 ９４％ 患者在 ３０ｍｉｎ 内均达

到初始目标血压ꎬ也更好更快地改善呼吸困难ꎮ 在安全性方

面ꎬ病死率、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等方面两组无显著差异ꎬ但
氯维地平组使用辅助降压药的例数明显更少ꎮ 除此之外ꎬ住
院率、入 ＩＣＵ 监护率及 ３０ｄ 再住院率等方面氯维地平也有较

好表现ꎮ
２. 血管紧张素受体￣中性肽链内切酶抑制剂(ＡＲＮｉ):缬

沙坦脑啡肽酶抑制剂(ＬＣＺ６９６)　 ＬＣＺ６９６ 是首个血管紧张素

受体￣中性肽链内切酶抑制剂类的药物ꎬ是由缬沙坦和中性

肽链内切酶抑制剂通过非共价键连接的新型化合物ꎬ可抑制

血管紧张素 Ｉ 型受体和脑啡肽酶ꎬ以多种方式作用于心脏的

神经内分泌系统ꎮ 其 ＩＩＩ 期研究观察了 ８ ８４２ 例心功能 ＮＹ￣
ＨＡ ＩＩ￣ＩＶ 级、且射血分数≤３５％心力衰竭患者在传统心力衰

竭治疗基础上ꎬ与依那普利 １０ｍｇꎬ２ 次 / ｄ 相比结果显示:
ＬＣＺ６９６ 能比依那普利 １０ｍｇꎬ２ 次 / ｄ 能更好的使心功能 ＮＹ￣
ＨＡ ＩＩ￣ＩＶ 级、且射血分数≤３５％ 的心力衰竭患者在传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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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治疗心力衰竭药物

类别 代表药物 剂型 研发公司 研发阶段

１. 血管扩张剂

　 　 重组人脑钠肽 奈西立肽 静脉 Ｊ ＆ Ｊ 已上市

　 　 人心房利钠肽 卡培立肽 静脉 ＤＳ 已上市

乌拉立肽 静脉 Ｃａｒｄｉｏｒｅｎｔｉｓ ＩＩＩ 期
　 　 重组人松弛素￣２ Ｓｅｒｅｌａｘｉｎ 静脉 Ｎｏｖａｒｔｉｓ ＩＩＩ 期
２. 正性肌力药物

　 　 钙离子增敏剂 左西孟旦 静脉 Ｏｒｉｏｎ￣Ａｂｂｏｔｔ 已上市

　 　 ＳＥＲＣＡ２ａ 泵激动剂 Ｍｙｄｉｃａｒ 静脉 Ｔｒｅｖｅｎａ ＩＩ 期
　 　 心肌肌球蛋白激动剂 Ｏｍｅｃａｍｔｉｖ￣Ｍｅｃａｒｂｉｌ 静脉 / 口服 Ａｍｇｅｎ￣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ＩＩ 期
　 　 钠钾￣ＡＴＰ 酶抑制剂 ＋ ＳＥＲＣＡ２ａ 泵激动剂 Ｉｓｔａｒｏｘｉｍｅ 静脉 李氏大药厂 ＩＩ 期
３. 血管加压素 Ｖ２ 受体拮抗剂

　 　 血管加压素 Ｖ２ 受体拮抗剂 托伐普坦 口服 Ｏｔｓｕｋａ 已上市

　 　 血管加压素 Ｖ２ 受体拮抗剂 盐酸考尼伐坦 静脉 Ａｓｔｅｌｌａｓ 已上市

　 　 血管加压素 Ｖ２ 受体拮抗剂 利伐普坦 口服 Ｃａｒｄｉｏｋｉｎｅ ＩＩＩ 期
４. 其他

　 　 钙离子拮抗剂 氯维地平 静脉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ＩＩ 期
　 　 血管紧张素受体￣中性肽链内切酶抑制剂 ＬＣＺ６９６ 口服 Ｎｏｖａｒｔｉｓ ＩＩＩ 期
　 　 血管紧张素 ＩＩ￣１ 型受体激动剂 ＴＲＶ１２００２７ 静脉 Ｃｅｌｌａｄｏｎ ＩＩ 期
　 　 尿皮质激素￣２ 尿皮质激素￣２ 静脉 Ｎｅｕｒｏｃｒｉｎｅ ＩＩ 期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２ 型受体激活剂 顶压素 静脉 Ｊ ＆ Ｊ ＩＩ 期

疗基础上心血管相关病死率降低 ２０％ ꎬ心力衰竭住院率降低

２１％ ꎬ全因死亡率降低 １６％ ꎻ同时因肾损害或其它副作用停

药的病人数更少ꎮ 由于其疗效明确ꎬ数据监测委员会决定提

前终止该研究ꎮ
３. 血管紧张素 ＩＩ￣１ 型受体激动剂:替阿威(ＴＲＶ１２００２７)

　 ＴＲＶ１２００２７ 是一个新型的 ＡＴ１Ｒ 配体ꎬ在阻断 Ｇ 蛋白信号

同时却刺激 β￣ａｒｒｅｓｔｉｎ 介导的信号通路ꎬ可在增加心肌细胞

收缩力的同时抑制血管紧张素 ＩＩ 介导的血管收缩ꎮ 人体试

验显示该药物血浆肾素活性升高的患者中比在正常血浆肾

素活性患者降压幅度更大ꎬ但其结果还需要进一步在心力衰

竭患者中进行验证ꎮ
４. 尿皮质激素￣２:尿皮质激素￣２(Ｕｒｏｃｏｒｔｉｎ ＩＩ) 　 作为促

皮质素释放因子￣２( 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ꎬＣＲＦ２)受体

激动剂ꎬ临床 ＩＩ 期研究表明尿皮质激素￣２ 能够有效地改善血

流动力学ꎬ提高心输出量ꎮ
５.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２ 型受体激活剂:顶压素

(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ｐｉｎ)　 顶压素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２ 型受

体(ＣＲＦＲ２)的选择性激动剂ꎬＪＮＪ￣３９５８８１４６ 是人工合成的顶

压素醋酸盐产物ꎬ对 ＣＲＦＲ２ 具备高选择性和高亲和力ꎮ ＩＩ 期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低剂量 ＪＮＪ￣３９５８８１４６ 会降低左心房射血

分数和心指数ꎬ较大剂量则可增加心指数并降低全身血管阻

力ꎬ对肺毛细血管楔压、心率、收缩压无明显影响ꎮ 因此适当

剂量的 ＪＮＪ￣３９５８８１４６ 可能会是一种比现在使用的正性肌力

药更好、更安全的抗心力衰竭药物ꎬ但仍需更大样本量的研

究验证ꎮ
心力衰竭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临床综合征ꎬ其发生发展

机制也错综复杂ꎮ 这一方面给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方向ꎬ
另一方面ꎬ新药物的大量出现也侧面反映了心力衰竭治疗现

状不容乐观ꎮ 部分新药在临床前期研究中表现出更好的治

疗效果ꎬ但是在临床研究阶段有明确疗效和安全性的药物仅

是凤毛麟角ꎬ因此需要更深入的研发工作ꎮ 除此之外ꎬ新药

的研发基本上都依赖国外研究者和医药开发公司ꎬ只有

Ｉｓｔａｒｏｘｉｍｅ 被中国公司收购后继续开发ꎬ国内研究者应在心

力衰竭治疗领域给予更多关注ꎬ争取有所突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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