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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学及人群防治·
〈论著〉

北京市某医院在职医务人员血糖水平与
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性的研究

安海梅　 胡 荣　 张乐辉　 秦彦文

　 　 ［摘要］ 　 目的：了解在职医务人员血糖情况，分析血糖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为在职医

务人员的糖尿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对北京市某三级医院 ２０１４ 年参加健康体检的 １ ８８５ 例在职

医务人员的体检结果进行统计，按年龄分为 ＜ ３５ 岁组（１ ０１６ 例）、３５ ～ ４４ 岁组（４８５ 例）、４５ ～ ５４ 岁组

（３０９ 例）、≥５５ 岁组（７５ 例），分析血糖情况及血糖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 结果：医务工作者

空腹血糖平均值为（５ ０４ ± ０ ９８）ｍｍｏｌ ／ Ｌ，男性［（５ ３８ ± ０ ９７）ｍｍｏｌ ／ Ｌ］高于女性［（４ ９１ ± ０ ９８）ｍｍｏｌ ／
Ｌ］（Ｐ ＜ ０ ０１），血糖水平有随年龄增长趋势（Ｐ ＜ ０ ０１）。 糖尿病患病率为 ３ ５％ ，男性（７ ８％ ）显著高于

女性（１ ８％ ，Ｐ ＜ ０ ０１），随年龄增长患病率升高（Ｐ ＜ ０ ０１）。 相同年龄组男女患病率比较： ＜ ５５ 岁各年

龄组男女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５５ 岁年龄组男女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２８）。 糖尿病患者中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 ８４ ８％ 、７２ ７％和 ３０ ３％ 。 不同血糖水

平与心脑血管疾病患病风险之间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空腹血糖受损血糖水平（ＯＲ ＝ １ ３４，９５％ ＣＩ：
０ １７ ～ １０ ５６，Ｐ ＝ ０ ７８），糖尿病血糖水平（ＯＲ ＝ ３ ８４，９５％ ＣＩ：１ ４９ ～ ９ ９０，Ｐ ＜ ０ ０１）。 结论：血糖水平

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密切相关，血糖水平越高患病风险越大；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者不足 １ ／ ３，应引起

重视。
［关键词］ 　 血糖；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性；在职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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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的饮食结构和

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由此带来的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特别是糖尿病的患病率在不断上升［１］。 糖

尿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２ － ５］，由糖尿

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如心肌梗死、心脏功能不

全、脑卒中、慢性肾脏疾病、失明、截肢等多种并发症

严重地消耗着医疗和社会资源，同时也给患者和家

庭带来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和经济负担。 由于糖尿病

患病多在 ４０ ～ ６０ 岁，这部分人多是社会和家庭的中

流砥柱，担负着社会和家庭的主要重担，他们的健康

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应引起社会的重

视。 特别是医务工作者，这一年龄段正是在岗年龄，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有繁重的医疗、教学和科研

任务，精神紧张，心理压力大，饮食不规律，缺乏有效

运动等多种危险因素，致使他们糖尿病患病率高，必
须高度关注。 本研究是以参加 ２０１４ 年健康体检的

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分析糖尿病情况以及血糖水

平与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性，为医务工作者的糖尿

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选择参加 ２０１４ 年健康体检的北

京市某三级医院在职职工为研究对象。 筛选出具有

完整资料的人员 １ ８８５ 例纳入本研究，占总人数的

９５ ３％ ，其中男性 ５２４ 例（２７ ８％ ），女性 １ ３６２ 例

（７２ ２％ ）；平均年龄（３５ ６５ ± ９ ４４）岁。 根据年龄

该人群分为四组，分别为 ＜ ３５ 岁组 １ ０１６ 例，３５ ～ ４４
岁组 ４８５ 例，４５ ～ ５４ 岁组 ３０９ 例，≥５５ 岁组 ７５ 例。

２． 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均为空腹 ８ ～ １２ｈ 后晨

起采血，由生化室专业人员用东芝 １２０ 全自动生化

仪对血液生化指标血糖、血脂等值进行测定；同时对

每位受检者进行一般资料收集，包括性别、年龄、糖
尿病家族史和与糖尿病有关的心脑血管疾病病史

等；并且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血压、立位身高、穿薄衣

体质量等， 计算 体 质 量 指 数 （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ＢＭＩ），ＢＭＩ ＝ 体质量 ／身高２ （ｋｇ ／ ｍ２）。 整理资料过

程中如遇有数据不完善者查阅既往就诊记录，如果

仍然不能完善则视为无效病例。
３． 诊断标准：参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１９９９

年糖尿病诊断标准［６］：空腹血糖≥７ ０ｍｍｏｌ ／ Ｌ，或本

次空腹血糖虽然 ＜ ７ ０ｍｍｏｌ ／ Ｌ 但既往有确切糖尿病

病史者均诊断为糖尿病。
４． 其他相关指标定义：①根据糖尿病诊断标

准［６］把血糖水平分为空腹正常血糖水平，即 ＦＰＧ ＜
６ １ｍｍｏｌ ／ Ｌ、空腹血糖受损血糖水平即 ＦＰＧ ＝ ６ １ ～
７ ０ｍｍｏｌ ／ Ｌ 和糖尿病血糖水平即 ＦＰＧ≥７ ０ｍｍｏｌ ／
Ｌ。 ②心脑血管疾病定义：既往曾经明确有心脏和

（或）大脑和（或）全身组织发生缺血或出血性疾病

者。 ③糖尿病知晓率 ＝调查时已知患有糖尿病者的

例数 ／本次调查符合诊断标准的所有糖尿病患者例

数，糖尿病治疗率 ＝ 调查时已经接受糖尿病治疗的

患者例数 ／本次调查符合诊断标准的所有糖尿病患

者例数，糖尿病控制率 ＝ 已经接受糖尿病治疗的患

者中空腹血糖得到控制（ＦＰＧ ＜ ７ ０ｍｍｏｌ ／ Ｌ）者的例

数 ／本次调查符合诊断标准的所有糖尿病患者例数。
５． 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

比较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率）表
示，组间比较用 χ２ 检验及趋势 χ２ 检验；危险因素分

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比较　 男女之间基本资料

比较发现，除糖尿病家族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２９）外，其他资料男女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
２． 不同年龄段男女血糖水平情况　 该人群血糖

平均水平（５ ０４ ± ０ ９８）ｍｍｏｌ ／ Ｌ，男性和女性平均水

平（５ ３８ ± ０ ９７）ｍｍｏｌ ／ Ｌ 和（４ ９１ ± ０ ９８）ｍｍｏｌ ／ 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血糖水平随年龄增

长而升高，年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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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１）。 相同年龄组男女血糖平均水平比较： ＜ ５５
岁各年龄组男性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１）；≥５５ 岁组男性与女性之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６，表 ２）。

表 １　 基本情况［ｘ ± ｓ，ｎ（％ ）］
　 　 项目 合计 男性 女性 Ｐ 值

例数 １ ８８５ ５２４ １ ３６１
年龄 ／ 岁 ３５ ６５ ± ９ ３６ ３９ ５５ ± ９ ３６ ３４ １７ ± ８ ８７ ＜ ０ ０５
糖尿病家族史 ２４８（１３ ２） ６１（１１ ６） １８５（１３ ６） ０ ２９
心脑血管疾病 ３４（１ ８） １８（３ ４） １６（１ ８） ＜ ０ ０５
ＢＭＩ ／ ｋｇ － １·ｍ － ２ ２３ ５６ ± ３． ７２ ２５ ９４ ± ３． ７２ ２２ ６５ ± ３． ７２ ＜ ０ ０５
ＳＢＰ ／ ｍｍＨｇ １１３ ６１ ± １４． ０１ １２３ １０ ± １４． ０５ １０９ ９１ ± １４． ０５ ＜ ０ ０５
ＤＢＰ ／ ｍｍＨｇ ７１ ２３ ± １０． ９８ ７８ ５１ ± １０． ９９ ６８ ４４ ± １０． ９８ ＜ ０ ０５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７２ ± ０． ８７ ４ ８７ ± ０． ８７ ４ ６７ ± ０． ８７ ＜ ０ ０５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１４ ± １． ０３ １ ７１ ± １． ０３ ０ ９１ ± １． ０３ ＜ ０ ０５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８１ ± ０． ７６ ３ ０１ ± ０． ７６ ２ ７４ ± ０． ７６ ＜ ０ ０５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３６ ± ０． ３２ １ １６ ± ０． ３２ １ ４４ ± ０． ３２ ＜ ０ ０５

　 　 注：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表 ２　 不同年龄性别血糖水平情况（ｘ ± ｓ，ｍｍｏｌ ／ Ｌ）
组別 总体 男性 女性 Ｐ 值

＜ ３５ 岁 ４ ８６ ± ０ ９８ ５ １３ ± ０ ９５ ４ ７９ ± ０ ９８ ＜ ０ ０１
３５ ～ ４４ 岁 ５ ０７ ± ０ ７０ ５ ２２ ± ０ ９５ ４ ９９ ± ０ ７０ ＜ ０ ０１
４５ ～ ５４ 岁 ５ ３０ ± ０ ８６ ５ ５２ ± １ １５ ５ ２０ ± ０ ８５ ＜ ０ ０１
≥５５ 岁 ６ １７ ± １ ７７ ６ ３３ ± １ ７６ ５ ２６ ± １ １２ ０ ０６
合计 ５ ０４ ± ０ ９８ ５ ３８ ± ０ ９７ ４ ９１ ± ０ ９８ ＜ ０ ０１

表 ３　 不同年龄性别患病情况［ｎ（％ ）］

　 组别
合计 男性 女性

人数 患病数 人数 患病数 人数 患病数
Ｐ 值

＜ ３５ 岁 １０１６ １２（１ ２） ２００ ６（ ３ ０） ８１６ ６（０ ７） ＜ ０ ０５
３５ ～ ４４ 岁 ４８５ １３（２ ３） １６０ ７（ ４ ４） ３２５ ６（１ ２） ＜ ０ ０５
４５ ～ ５４ 岁 ３０９ ２３（７ ４） １００ １１（１１ ０） ２０９ １２（５ ７） ＜ ０ ０５
≥５５ 岁 ７５ １８（２４ ０） ６４ １７（２６ ６） １１ １（９ １） ０ ２８
合计 １８８５ ６６（３ ５） ５２４ ４１（７ ８） １３６１ ２５（１ ８） ＜ ０ ０１

表 ４　 糖尿病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情况［ｎ（％ ）］
　 组别 合计 男性 女性 Ｐ 值

糖尿病例数 ６６ ３９ ２７
知晓率 ５６（８４ ８） ３３（８４ ６） ２３（８５ ２） ０ ９５
治疗率 ４８（７２ ７） ２８（７１ ８） ２０（７１ ４） ０ ８４
控制率 ２０（３０ ３） ７（１７ ９） １３（４８ １） ＜ ０ ０１

３． 不同年龄男女糖尿病患病率情况 　 总患病

率、男性患病率和女性患病率分别为 ３ ５％ 、７ ８％
和 １ ８％ ，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１ ）。 患病率有随年龄增长趋 势 （ Ｐ ＜
０ ０１）。 相同年龄组男女发病率比较： ＜ ５５ 岁各年

龄组男性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５５ 岁组男性患病率虽然高于女性，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２８，表 ３）。
４． 在职医务人员糖尿病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

率情况　 调查显示 ６６ 例糖尿病患者中有 ５６ 例知晓

自己患有糖尿病，４８ 例已经接受降糖治疗，２０ 例血

糖得到有效控制，所以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

为 ８４ ８％ 、７２ ７％和 ３０ ３％ 。 知晓率和治疗率男女

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控制率女性高于男

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表 ４）。
５． 血糖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患病风险的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　 把是否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既往曾经

明确有心脏和（或）大脑和（或）全身组织发生缺血

或出血性疾病）作为因变量，性别、年龄、ＢＭＩ、血压、
胆固醇及血糖水平作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 其中血糖水平是以正常血糖水平作为参照，受
损血糖水平和糖尿病血糖水平均与正常水平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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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血糖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患病危险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Ｂ 值 Ｓ． Ｅ Ｗａｌｓ ＯＲ 值（９５％ ＣＩ） Ｐ 值

男性 ０ ８４ ０ ３６ ５ ３３ ２ ３１（１ １３ ～ ４ ７１） ＜ ０ ０５
血压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１４ ７４ １ ０５（１ ０２ ～ １ ０７） ＜ ０ ０１
血糖水平

　 ＜ ６ １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６ １ ～ ７ ０ ／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２９ １ ０５ ０ ０８ １ ３４（０ ３１ ～ １７ ８７） ０ ７８
　 ≥７ ０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３５ ０ ４８ ７ ７５ ３ ８４（１ ４９ ～ ９ ９０） ＜ ０ ０１

较，结果：除血糖水平以外，还有性别和血压进入回

归方程。 显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是血糖正常者的 ３ ８４ 倍（Ｐ ＜ ０ ０１），空腹血糖受损

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血糖正常者的 １ ３４
倍（Ｐ ＝ ０ ７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５）。

讨　 论

糖尿病已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估计

患者已多达 １ １３９ 亿［１］，严重削弱了社会生产力，进
一步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糖尿病患者往往在出

现临床症状之前有较长的临床前期阶段，一旦诊断

为糖尿病时，一部分患者已经合并了糖尿病慢性并

发症［７⁃８］，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管理，对延缓糖尿

病以及糖尿病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非常重要，同
时也可以减轻糖尿病本身和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沉

重的社会和家庭负担。
研究发现，该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为 ３ ５％ ，高于

２００２ 年的调查结果 ２ ７％ ［９］，但又不及 ２０１０ 年调查

的 １１ ６％ ［１０］，与 ２０１０ 年结果差距较大，考虑原因可

能为调查地区、对象、方法有差别，再就是本研究采

用 ＦＰＧ 值和既往病史为诊断标准，而 ２０１０ 年采用

的是 ＦＰＧ、ＯＧＴＴ２ｈ 血糖和 ＨｂＡ１Ｃ为诊断标准。 虽然

诊断标准不同，但从整个社会流行趋势看，我国糖尿

病患病率在迅速增加这一事实毋容置疑。 另外本研

究男、女患病率分别为 ７ ８％和 １ ８％ ，低于 ２００７ 年

对北京社区居民糖尿病患病情况调查结果 １１ ０４％
和 １０ ９５％ ［１１］。 本研究患病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考虑原因可能为男性医务工作者多从事外科等操心

费力工作，责任重、压力大、生活不规律、吸烟喝酒比

例高等，而女性医务工作者生活细致并且对生活方

式的管理能力强有关系。 再就是患病率随年龄呈上

升趋势，这与文献资料一致［９ － １５］， ＜ ５５ 岁各年龄组

男性高于女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５５ 岁年龄组

男性患病率虽然高于女性但无统计学意义。 以上提

示本研究男性群体和 ５５ 岁以上女性群体是重点需

要管理对象，应有针对性的开展筛查、干预和治疗

工作。

本研究人群的糖尿病知晓率 ８４ ８％ 、治疗率

７２ ７％和控制率 ３０ ３％ ，均高于 ２００８ 年全国水平

２３ ６６％ 、２０ ３３％和 ８ ２８％ ［１６］ 。 需要说明的是该

研究对象的控制率女性显著高于男性，说明该男

性人群是重点管理对象，提高该人群的控制率是

今后工作重点，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以达到提

高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的目的，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
研究还发现该人群血糖平均水平为（５ ０４ ±

０ ９８）ｍｍｏｌ ／ Ｌ，其中男性为（５ ３８ ± ０ ９７） ｍｍｏｌ ／ Ｌ，
女性为（４ ９１ ± ０ ９８）ｍｍｏｌ ／ Ｌ，总平均水平和女性平

均水平，低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成年居民平均水平

（５ ２８ ± ０ ０３）ｍｍｏｌ ／ Ｌ 和（５ ２６ ± ０ ０３）ｍｍｏｌ ／ Ｌ［１７］，
男性与平均水平（５ ３０ ± ０ ０３）ｍｍｏｌ ／ Ｌ 接近。 男性

高于女性，并有随年龄增高的趋势。 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方法，对血糖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相关

性研究发现，血糖水平达糖尿病诊断标准水平后的

患病风险是正常水平的 ３ ８４ 倍，高度相关，是重要

危险因素；血糖受损水平与正常血糖水平之间的心

脑血管患病情况虽无统计学意义，但风险是正常水

平的 １ ３４ 倍。 由上述分析可见高血糖水平是心脑

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这与文献资料一

致［１８⁃１９］。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研究表明糖尿病

前期（包括空腹血糖受损和葡萄糖耐量减退）是心

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２０⁃２１］，由此可见空腹血糖糖

受损期对心脑血管照样有危害，不可忽视。 心脑血

管疾病具有致残、致死率高的特点，为减少心脑血管

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和经济负担，有效降低血糖

十分重要。
糖尿病是由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等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

谢性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居民

营养与健康报告中提到，２０１２ 年心脑血管疾病的死

亡率为 ２７１ ８ ／ １０ 万，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亡原

因。 要想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必须减少心

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发现糖尿病是心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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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控制血糖水平就显

得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该人群血糖水平和糖尿病患病率男

性均高于女性，并有随年龄增长趋势，所以要特别关

注该人群男性职工和年长职工的血糖情况。 另外，
高血糖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密切相关，是重要

危险因素，所以降糖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

施之一。 要做好该人群的定期体检工作以提高糖尿

病知晓率，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在进行合理院

内治疗的同时，积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展糖尿

病教育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以达到提

高治疗率和控制率的目的，进而减少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生。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后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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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侧支循环对完全闭塞的冠状动脉病变择期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介入术的心功能预测

王世超　 武 越　 张纯全　 刘玉昊　 邵一兵　 许文亮　 王 旭

　 　 ［摘要］ 　 目的：探讨侧支循环对完全闭塞的冠状动脉病变，择期行经皮冠状动脉腔内介入术（ＰＣＩ）
的预测价值。 方法：选择错过时间窗至少有 １ 支或以上冠状动脉完全闭塞的患者 １０２ 例，根据冠状动脉

造影结果，按照 Ｒｅｎｔｒｏｐ 分级法将 １０２ 例患者分为两组，侧支循环形成良好组（Ａ 组，Ｒｅｎｔｒｏｐ ＝ ２ ～ ３ 级，
５７ 例）和侧支循环形成不良组（Ｂ 组，Ｒｅｎｔｒｏｐ ＝ １ ～ ２ 级，４５ 例），比较两组患者 ＰＣＩ 前后左心室舒张末容

积内径（ＬＶＥＤＤ）、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等的改善情况。 结果：ＰＣＩ 术后侧支循环形成良好组的左心

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较 ＰＣＩ 前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ＰＣＩ 术后侧支循环形成不良组

的左心室舒张末容积内径（ＬＶＥＤＤ）较 ＰＣＩ 前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ＰＣＩ 术前：两组间

ＬＶＥ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ＰＣＩ 术后 ３ 个月：两组 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结论：良好的侧支循环对左心功能有显著的保护作用，择期行 ＰＣＩ 术则可以明显改善具有良好

侧支循环的冠状动脉闭塞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 　 侧支循环；完全闭塞冠状动脉；经皮冠状动脉腔内介入术；左心室舒张末容积内径；左

心室射血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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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冠状动脉侧支循环是指同一或不同冠状动脉血

管之 间 相 互 吻 合 的 微 小 血 管 （ 直 径 ４０ ～
２００μｍ） ［１⁃２］，也被称为天然旁路系统（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 它们通常处于关闭状态，当冠状动脉狭窄

或闭塞时开放发展成为有功能的侧支循环［３］。 既

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急性心肌梗死后急诊行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后，侧支循环对左心功能、临床

预后等方面的影响［４］，而对于错过时间窗口的完全

闭塞的冠状动脉择期行 ＰＣＩ 后，侧支循环对左心功

能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报道较少。
本研究主要评价冠状动脉完全闭塞错过介入手

术时间窗口患者择期行 ＰＣＩ 后，冠状动脉造影显示

的侧支循环对心功能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完全闭

塞的冠状动脉侧支循环建立程度的观察，研究其对

左心室功能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在青岛市立医院心内科住院 １０２ 例 ＳＴ 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错过血运重建时间窗口（ ＞ １２ｈ）
１５ｄ 仍有症状的患者。 入选标准：至少有 １ 支主要

冠状动脉完全闭塞的患者。 排除标准：①严重的心

功能不全；②严重Ⅱ°及Ⅲ°房室传导阻滞；③严重的

呼吸功能衰竭；④严重的肾功能不全；⑤出血性

疾病。
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经股动脉或桡动

脉路径冠状动脉造影和 ＰＣＩ，所有图像均由 ２ 位经

验丰富的介入医生阅读和分析。 并用 Ｒｅｎｔｒｏｐ 计分

法［５］评估侧支循环开放的情况，分为侧支循环形成

良好组（Ａ 组，Ｒｅｎｔｒｏｐ ＝ ２⁃３ 级，５７ 例）和侧支循环

形成不良组（Ｂ 组，Ｒｅｎｔｒｏｐ ＝ ０⁃１ 级，４５ 例），比较两

组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冠状动脉造影结果，ＰＣＩ 术
前及术后 ３ 个月左心室舒张末容积内径（ＬＶＥＤＤ）、
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的变化等，ＬＶＥＤＤ 和 ＬＶＥＦ
应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ＩＥ３３ 彩色超声心动图仪测量，超声心

动图检测为盲法，ＬＶＥＦ 测量采用 Ｓｉｍｐｓｏｎ 双平面

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依诺肝素（克赛）４，０００ｕ ｑ ／ １２ｈ
皮下注射，７ｄ；阿司匹林肠溶片 ３００ｍｇ 和氯吡格雷

（波立维）６００ｍｇ 负荷量口服，之后阿司匹林肠溶片

１００ｍｇ ／ ｄ 和氯吡格雷（波立维）７５ｍｇ ／ ｄ，口服；其余

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均给予对症处理。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两独立

样本 ｔ 检验比较；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比较采

用 χ２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侧支循环良好组患

者的吸烟人数明显低于侧支循环不良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两组患者其他临床相关指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两组患者

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比较 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状动

脉侧支循环良好组狭窄 ＞ ９０％或者完全闭塞血管数

较冠状动脉侧支循环不良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ｘ ± ｓ， ｎ（％ ）］
　 　 项目 Ａ 组（ｎ ＝ ５７） Ｂ 组（ｎ ＝ ４５） Ｐ
年龄 ／ 岁 ６５ １ ± １２ １ ６０ ５ ± １２ ８ ０ ２９
性别（男 ／ 女） ４２ ／ １５ ３９ ／ ６ ０ ４３
吸烟 ０（０） １６（２６ ７） ０ ０３
高血压 ３９（６８ ４） ２４（５３ ３） ０ ４８
糖尿病 ３９（６８ ４） ２１（４６ ７） ０ ３０
陈旧性心肌梗死 １８（３１ ６） １２（２６ ７） １ ００
病变长度 ／ ｍｍ ２７ ７ ± ７ ２ ２７ ９ ± ７ ６ ０ ９７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 １２ ８ ± ６ ７ １２ ９ ± ６ ９ ０ ４６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０ １５
　 １ 支 ３９（６８ ４） ２１（４６ ７）
　 ２ 支 １８（３１ ６） ２４（５３ ３）
　 ３ 支 ０ ０

　 　 ２． 两组左心室功能比较　 ＰＣＩ 术前与术后 ３ 个

月比较，侧支循环良好组（Ａ 组）：ＬＶＥＤＤ、ＥＦ 均较

术前有所增加，但 ＬＶＥＤＤ 差异无统计学差异（Ｐ ＞
０ ０５），ＬＶＥ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侧支循

环不良组（Ｂ 组）：ＬＶＥＤＤ 较术前显著增加，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ＬＶＥＦ 较术前降低，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ＰＣＩ 术前两组左心室功能

组间比较：ＬＶＥ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ＰＣＩ
术后 ３ 个月：两组 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１，表 ２）。

讨　 论

冠状动脉侧支循环在预防心肌缺血和坏死中的

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研究［６⁃８］。 既往多项研究表明：
侧支循环在急性心肌梗死中可以减少心肌梗死面

积，改善心室功能和预防室壁瘤形成［９⁃１５］。 及时的

ＰＣＩ 术能有效挽救存活心肌的效果业已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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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也被广泛应用于临床［１６⁃１７］，而近期有关侧支循

环对急性心肌梗死预后影响的研究却取得矛盾的结

果［１８⁃１９］。 纳入 １２ 个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与侧支

循环形成不良的患者相比，侧支循环形成良好的患

者死亡风险明显降低 ［２０］。 而来自 ＡＣＵＩＴＹ 研究的

亚组分析显示，相对无侧支循环的患者，有侧支循环

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 ＡＣＳ） 患者死亡风险更

高［２１］。 朱华刚等研究发现有无侧支循环对急性 ＳＴ
段抬高心肌梗死未及时血运重建患者心功能无改

善［２２］，而本研究主要是针对的是错过时间窗口的急

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或者是非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

梗死患者择期行 ＰＣＩ 后，侧支循环形成对左心室功

能的影响。

表 ２　 两组患者 ＰＣＩ 术前及术后 ３ 个月心功能比较

　 项目 ＰＣＩ 术前 ＰＣＩ 术后 ３ 个月 Ｐ 值

ＬＶＥＤＤ ／ ｍｍ
　 Ａ 组 ４６ ９ ± ２ ４ ４７ ４ ± ２ ４ ０ ５５
　 Ｂ 组 ４７ ８ ± ２ ４ ５３ ６ ± ５ ０ ＜ ０ ０１
ＬＶＥＦ ／ ％
　 Ａ 组 ５３ １ ± ２ ０ ５６ ５ ± ３ ３ ＜ ０ ０１
　 Ｂ 组 ４９ ７ ± ３ ４ ４６ １ ± ８ ８ ０ １６

　 　 在本研究中发现 ＰＣＩ 术前两组患者的 ＬＶＥ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提示急性心肌梗死

发生后，错过手术时间窗口行药物保守治疗的过

程之前，Ａ 组患者已经形成有功能的侧支循环，这
些侧支虽然只能提供相当于冠状动脉狭窄 ９０％ 的

前向血流，但可防止该区域心肌梗死，避免心肌不

可逆坏死或者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坏死区域，减轻

左心室功能的受损程度，从而保护左心室功能射

血分数，起到保护心功能的作用；而无侧支循环建

立或者侧支循环建立不良的患者，供血区域心肌

无灌注，则心肌坏死程度严重致左心室功能严重

受损，射血分数明显降低。 这与既往的研究相符。
本研究发现侧支循环形成不良组的吸烟比例明

显高于侧支循环形成良好组（Ｐ ＜ ０ ０５），提示吸烟

可能会抑制侧支循环的建立，可能与尼古丁可以引

起内皮细胞的功能障碍有关。 而以上发现的冠状动

脉完全闭塞后在未行 ＰＣＩ 术前两组患者的射血分数

有差异，进一步证明吸烟可能会抑制侧支循环的

形成。
本研究中两组错过时间窗的冠状动脉完全闭塞

的患者择期进行了血运重建，同时观察 ＰＣＩ 术后 ３
个月的心脏超声，结果显示：侧支循环良好组的

ＬＶＥＦ 较术前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侧支

循环不良组的 ＬＶＥＦ 较术前反而降低，虽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但侧支循环不良组 ＬＶＥＤＤ 较术前显

著增加，说明冠状动脉完全闭塞后择期行 ＰＣＩ，可进

一步改善侧支循环形成良好患者左心室功能的射血

分数；而侧支形成不良患者即使择期行 ＰＣＩ，患者的

左心室功能可能反而变得更差。 Ｃａｓｐｉ 等［２３］ 报道的

对于溶栓治疗失败或未行溶栓治疗、“罪犯”血管仍

闭塞而无症状的患者，择期行 ＰＣＩ 亦有助于促进梗

死区心肌的愈合，改善心脏功能，提高生存率，Ｐｉｓ⁃
ｃｉｏｎｅ 等［２４］报道对长期阻塞的梗死相关血管实施延

迟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可以改善患者左心室

功能，改善临床长期预后。 本研究得出的结果与上

述两个研究不符，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少有关，也可

能与上述研究未考虑侧支循环的影响有关。
综上所述，冠状动脉侧支循环对缺血心肌有肯

定的保护作用，但这种保护作用是有限的，当冠状动

脉血管完全闭塞后，侧支循环形成良好患者其供血

区心肌并未完全坏死，顿抑心肌或冬眠心肌仍处于

存活状态，如果择期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ＰＣＩ）后，便能使存活心肌恢复活性，明显改善患者

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从而进一步提高左心功能。
但冠状动脉完全闭塞病变侧支循环形成不良患者，
其供血区心肌已经发生不可逆的坏死，因而导致心

功能明显下降，即使开通闭塞血管后，心肌活性未能

完全恢复，因此心功能的改善不明显或者更差，可能

由于在 ＰＣＩ 术中，反复行球囊扩张，球囊扩张冠状动

脉产生不同的血管及斑块的病理生理改变：斑块被

“压迫”；局部“破裂”或“撕裂”；ＰＣＩ 术中出现的血

管微颗粒，如斑块微颗粒、血管内纤维物质的碎屑、
血凝块及胆固醇结晶等导致微小栓子，进一步堵塞

远端微循环血管，从而导致行介入治疗后心功能反

而差。 由于随访时间短，有关侧支循环对完全闭塞

的冠状动脉择期行 ＰＣＩ 术后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
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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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用于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术后长期抗血小板治疗的安全性观察

赵敏捷　 周玉杰　 梁 静　 彭萍安　 葛海龙　 于 一　 任新宇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国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后，使用替

格瑞洛治疗 １ 年的出血风险及危险因素。 方法： 纳入北京安贞医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ＡＣＳ 并

成功完成 ＰＣＩ 手术并接受阿司匹林联合替格瑞洛治疗的患者 ２７５ 例。 记录患者的疾病类型、年龄、性
别、体质量、ＨＢＧ、血肌酐值、肌酐清除率、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消化道出血史及脑卒中史等，术后记录

是否联用糖蛋白 ＩＩｂ ／ ＩＩＩａ 受体拮抗剂、是否联用质子泵抑制剂（ＰＰＩ）等。 所有患者均接受阿司匹林

（１００ｍｇ，１ 次 ／ ｄ）及替格瑞洛（９０ｍｇ，２ 次 ／ ｄ）治疗 １ 年。 主要终点事件为：１ 年内 ＰＬＡＴＯ 标准的非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相关总出血的发生率。 根据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出血组和非出血组，对可能影

响出血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 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疗 １ 年的非 ＣＡＢＧ 相关

总出血的发生率为 １３ ５％ ，非 ＣＡＢＧ 相关大出血发生率为 ５ ５％ ；颅内出血的发生率为 １ ５％ ，致死性颅

内出血发生率为 ０ ８％ 。 经多因素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ＯＲ ＝ １ ０６８，９５％ ＣＩ： １ ００８ ～
１ １３３，Ｐ ＝ ０ ０２７）、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 ＞ ４１（ＯＲ ＝ ４ ２２７，９５％ ＣＩ ：１ １３２ ～ １５ ７８６，Ｐ ＝ ０ ０３２）及联用质子泵

抑制剂（ＯＲ ＝ ０ ３７３，９５％ ＣＩ ：０ １６６ ～ ０ ８３６，Ｐ ＝ ０ ０１７）为出血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对于应用替格瑞

联合阿司匹林治疗的 ＡＣＳ 患者，年龄增加及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 ＞ ４１ 为出血的危险因素，而联用质子泵抑制

剂是防止出血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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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剂量阿司匹林（７５ ～ １００ｍｇ）联合新型 Ｐ２Ｙ１２
受体拮抗剂已成为当前欧美国家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ＡＣＳ）患者的标准化治疗方案。 ＰＬＡＴＯ 研究［１］

已经证实相比氯吡格雷，新型口服 Ｐ２Ｙ１２ 受体拮抗

剂⁃替格瑞洛具有显著的净临床获益，其显著降低 １
年内全因死亡率、降低由血管源性死亡、心肌梗死、
脑卒中组成的复合终点事件的发生率。

替格瑞洛虽然具有良好的有效性，但是其安全

性遭到质疑。 ＰＬＡＴＯ 研究显示相比氯吡格雷，替格

瑞洛显著增加非冠状动脉旁路移置术（ＣＡＢＧ）相关

大出血的发生率，并且颅内出血风险增加，而致死性

颅内出血的发生率更是增加高达 １０ 倍。 已有研

究［２⁃３］证实，ＡＣＳ 合并大出血患者 ３０ ｄ 病死率、缺血

事件及支架内血栓发生率均明显增高，并且大出血

将持续影响 ＡＣＳ 患者病死率（可长达 １ 年）。 近期，
Ｄｕｃｒｏｃｑ 等［４］发表的一项 ＰＬＡＴＯ 研究的亚组分析

对大出血与术后短期（ ＜ ３０ｄ）与长期（ ＞ ３０ｄ）死亡

率的相关性进行观察得出：自发性大出血显著增加

短期死亡率（校正 ＨＲ ＝ １４ ５９；９５％ ＣＩ ＝ １１ １４ ～
１９ １１），同样显著增加长期死亡率 （校正 ＨＲ ＝
３ ３８；９５％ ＣＩ ＝ ２ ２６ ～ ５ ０５）。

然而，ＰＬＡＴＯ 研究中亚洲人仅占总研究人群的

５ ９％ ［１］，替格瑞洛在我国患者中的使用仍然处于

起步阶段，格外缺少中国人群应用替格瑞洛安全性

的循证医学证据。 因此，本研究旨在观察替格瑞洛

在中国人群中的安全性及耐受性（尤其是出血）。
观察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疗 １ 年的非 ＣＡＢＧ 相关出

血的发生率、出血发生部位及临床特点，并分析出血

的影响因素。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纳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 ＡＣＳ 患者并接受 ＰＣＩ 术，术后

应用阿司匹林联合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
主要入选标准：①年龄≥１８ 岁的中国人；②入院前

２４ｈ 内发生症状的 ＡＣＳ 住院患者，包括急性 ＳＴ 段抬

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及非 ＳＴ 段抬高型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ＮＳＴＥ⁃ＡＣＳ）；③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

存在 １ 支或以上的冠状动脉主干或主要分支狭窄≥
７０％ ，并行支架置入术；（４）直接应用替格瑞洛或因

氯吡格雷低反应性而换用替格瑞洛治疗的患者。 将

ＡＤＰ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７０％ 定义为氯吡格雷

低反应性。 具体检测方法采用光密度比浊法（ＬＴＡ）
进行血小板功能检测，在口服氯吡格雷 ３００ ～ ６００ｍｇ
负荷剂量和 ７５ｍｇ ／ ｄ 维持量超过 ３ｄ 后测血小板聚

集率［５］。 主要排除标准：①对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替格瑞洛过敏或禁忌；② ２４ 小时之内行溶栓治疗；
③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抗凝药；④血小板计数（ＰＬＴ）
＜ １００ × １０９ ／ Ｌ 或血红蛋白浓度（ＨＧＢ） ＜ １００ ｇ ／ Ｌ；
⑤需要透析治疗；⑥脑出血病史；⑦同时患有恶性肿

瘤、严重肝功能不全及凝血功能障碍等有出血倾向

的疾病；⑧同时接受强 ＣＹＰ３Ａ 抑制剂 ／诱导剂治疗。
所有患者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２． 研究方法：收集全部入选患者的疾病类型、年
龄、性别、体质量、ＨＧＢ、血肌酐值、肌酐清除率、高血

压病史、糖尿病史、消化道出血史、脑卒中史及是否

联用糖蛋白 ＩＩｂ ／ ＩＩＩａ 受体拮抗剂、是否联用 ＰＰＩ 等资

料，并计算所有患者入院时的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６］。
所有患者均接受阿司匹林 １００ｍｇ ／ ｄ 以及替格瑞洛

９０ｍｇ，２ 次 ／ ｄ，治疗 １ 年。 通过电话、门诊或住院等

方式，随访出院后 １ 个月、３ 个月、６ 个月、９ 个月及

１２ 个月时的非 ＣＡＢＧ 相关出血事件。 根据随访结

果将患者分为出血组和非出血组，进行单因素分析，
并将可能影响出血的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

回归，分析出血的影响因素。
３． 研究终点及出血标准：主要研究终点为 １ 年

内 ＰＬＡＴＯ 定义的非 ＣＡＢＧ 相关总出血发生率。 出

血标准的判断采用 ＰＬＡＴＯ 研究定义的 ＰＬＡＴＯ 标

准［１］：①大出血：出血致心包填塞、颅内出血、出血

致低血压或低血容量休克并需要使用血管加压药物

或需手术治疗、ＨＧＢ 下降 ３ｇ ／ Ｌ 以上或需要输注 ２Ｕ
以上红细胞；②小出血标准：所有需要临床干预而没

有达到大出血标准的出血事件。
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软件进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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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数表示，两
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

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

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多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

回归。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入选患者的一般情况：依据入选及排除标准

共纳入 ３４２ 例患者，随访 １ 年，完成研究的共 ２７５ 例

患者，其中 ３８ 例因费用或患者意愿问题而停用替格

瑞洛、４ 例因病情需要行 ＣＡＢＧ 术、２５ 例失访（失访

率为 ７ ３％）。 本研究最终入选病例 ２７５ 例，平均年龄

为（５６ ４ ± ９ ４）岁，其中，男性 ２１６ 例（７８ ５％），女性

５９ 例（２１ ５％）。 ＳＴＥＭＩ 患者 ７１ 例（２５ ８２％），ＮＳＴＥ⁃
ＡＣＳ 患者 ２０４ 例（７４ １８％）。 高血压病史者 １６８ 例

（６１ １％），糖尿病病史者 ９０ 例（３２ ７％），上消化道

出血 史 者 ４ 例 （ １ ５％ ）， 脑 卒 中 病 史 者 ２６ 例

（９ ５％ ），其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ＴＩＡ）７ 例、脑梗

死 １９ 例。 研究人群的平均体质量为（７４ ２ ± １０ ７）
ｋｇ，ＨＧＢ 值为（１４２ ９ ± １４ ５） ｇ ／ Ｌ，肌酐值（７６ ９ ±
１８ ８）ｍｍｏｌ ／ Ｌ，肌酐清除率为 （１００ ５ ± ２８ １） ｍＬ ／
ｍｉｎ。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情况为： 极低危 组 １５９ 例

（５７ ８％ ），低危组 ６９ 例 （２６ ０％ ），中危组 ２９ 例

（１０ ５％ ），高危组 １５ 例 （５ ５％ ），极高危组 ３ 例

（１ １％ ）。 入院时直接 应 用 替 格 瑞 洛 者 ８２ 例

（２９ ８２％ ），因氯吡格雷低反应换用替格瑞洛者 １９３
例（７０ １８％ ）。

２． 出血的发生率、部位及特点：本研究中共有

３７ 例患者发生 ＰＬＡＴＯ 标准的出血事件，即非 ＣＡＢＧ
相关总出血发生率为 １３ ５％ （３７ ／ ２７５）。 最常见的

出血部位是消化道，共 １１ 例，占总体出血比例的

２９ ７％ ，其次分别是皮肤 ／皮下出血或血肿 ８ 例

（２１ ６％ ）、鼻出血 ６ 例 （１６ ２％ ）、颅内出血 ４ 例

（１０ ８％ ）、眼内出血 ３ 例（８ １％ ）、口腔出血及尿血

各 ２ 例（５ ４％ ）、穿刺部位血肿 １ 例（２ ８％ ，表 １）。
共有 １５ 例患者发生 ＰＬＡＴＯ 标准的大出血事

件，即非 ＣＡＢＧ 相关大出血发生率为 ５ ５％ （１５ ／
２７５）。 发生大出血的部位分别是胃肠道 ５ 例

（３３ ３％ ）、颅内出血 ４ 例（２６ ７％ ）、皮肤 ／皮下出血

或血肿 ３ 例（２０％ ）、鼻出血 １ 例 （６ ７％ ）、眼内出血

１ 例 （６ ７％ ）及穿刺部位血肿 １ 例 （６ ７％ ）。 ４ 例

患者发生颅内出血，２ 例死亡，２ 例经治疗后好转出

院，颅内出血发生率为 １ ５％ （４ ／ ２７５），致死性颅内

出血发生率为 ０ ８％ （２ ／ ２７５）。 共有 ２ 例患者 ＨＧＢ
下降≥５ｇ ／ ｄＬ，分别为消化道出血 １ 例和穿刺部位

（股动脉）血肿 １ 例，２ 例患者均静脉输注红细胞 ２
单位，并应用血管加压药物，经治疗后好转出院；９
例患者血红蛋白下降 ３ ～ ５ｇ ／ Ｌ，均未输注红细胞、应
用血管加压药或进行手术治疗，将替格瑞洛停用或

减量后未再出现出血事件。 发生大出血的 １５ 例患

者中，１２ 例停药，３ 例减量（表 １）。
既为氯吡格雷低反应性又为高出血风险的患者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为高危组或极高危组） 共 １２ 例

（４ ４％ ）。 １２ 例中发生出血者 ５ 例，大出血 １ 例，为
颅内出血致患者死亡；小出血 ４ 例，其中 ２ 例因出血

换为氯吡格雷，１ 例将替格瑞洛减量至 ４５ｍｇ，２ 次 ／
ｄ，１ 例未停药或换药， ４ 例患者 １ 年内均未再发生

出血事件或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ＭＡＣＥ）。 １２ 例

患者中发生 ＭＡＣＥ 事件 １ 例，为急性心肌梗死。

表 １　 出血的发生部位及临床特点［ｎ（％ ）］

　 　 项目 大出血 小出血 总出血

非 ＣＡＢＧ 相关出血 １５（５ ５） ２２（８） ３７（１３ ５）
出血部位

　 胃肠道 ５（１ ８） ６（２ ２） １１（４）
　 颅内 ４（１ ５） ０（０） ４（１ ５）
　 皮肤或皮下出血或血肿 ３（１ １） ５（１ ８） ８（２ ９）
　 鼻 １（０ ４） ５（１ ８） ６（２ ２）
　 眼内 １（０ ４） ２（０ ７） ３（１ １）
　 穿刺部位出血或血肿 １（０ ４） ０ １（０ ４）
　 口腔 ０ ２（０ ７） ２（０ ７）
　 尿血 ０ ２（０ ７） ２（０ ７）
出血特点

　 颅内出血 ４（１ ５） ０ ４（１ ５）
　 ＨＧＢ 下降≥５ｇ ／ Ｌ ２（０ ７） ０ ２（０ ７）
　 ＨＧＢ 下降：３ ～ ５ｇ ／ Ｌ ９（３ ３） ０ ９（３ ３）
　 输血 ４Ｕ 以上红细胞 ０ ０ ０
　 输血 ２ ～ ３Ｕ 红细胞 ２（０ ７） ０ ２（０ ７）
　 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 ２（０ ７） ０ ２（０ ７）
　 因出血死亡 ２（０ ７） ０ ２（０ ７）
　 因出出血停用替格瑞洛 １２（４ ４） １４（５ １） ２６（９ ５）
　 因出血将替格瑞洛减量减半 ３（１ １） ３（１ １） ６（２ ２）

　 　 ３． 出血的临床因素分析：
（１）单因素分析：分析出血组与非出血组的临

床因素得出：疾病类型、年龄、肌酐清除率、质子泵抑

制剂及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 ＞ ４１，对 ＡＣＳ 患者出血有显

著影响，其他因素无显著影响。 与无出血组相比，出
血组 ＳＴＥＭＩ 患者比例更高，年龄更大，肌酐清除率

更低，联用质子泵抑制剂比例更低、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

高危组及极高危组所占比例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均 ＜ ０ ０５，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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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以 １ 年内是否发生出血

为因变量，将可能的影响因素（年龄、性别、体质量、
ＨＧＢ 值、肌酐清除率、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消化

道出血史、脑卒中史、联用糖蛋白 ＩＩｂ ／ ＩＩＩａ 受体拮抗

剂、联用 ＰＰＩ、疾病类型及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是否 ＞ ４１
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表

明年龄 （ ＯＲ ＝ １ ０６８， ９５％ ＣＩ： １ ００８⁃１ １３３， Ｐ ＝
０ ０２７）及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 ＞ ４１ （ＯＲ ＝ ４ ２２７，９５％
ＣＩ：１ １３２ ～ １５ ７８６，Ｐ ＝ ０ ０３２）为出血的危险因素，
而联用 ＰＰＩ 是减少出血的保护因素（ＯＲ ＝ ０ ３７３，
９５％ ＣＩ：０ １６６ ～ ０ ８３６，Ｐ ＝ ０ ０１７，表 ３）。

表 ３　 出血组与非出血组的临床资料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出血组

（ｎ ＝３７）
无出血组

（ｎ ＝２３８）
Ｐ 值

年龄 ／岁 ６１ ４ ± ７． ５ ５５ ６ ± ９． ４ ０ ０００
体质量 ／ ｋｇ ７３ ６ ± ９． ２ ７４ ３ ± １１． ０ ０ ７００
肌酐清除率 ／ （ｍＬ ／ ｍｉｎ） ９０ ９ ± ２４． １ １０２ １ ± ２８． ４ ０ ０２３
ＨＧＢ ／ （ｇ ／ Ｌ） １３８ ８ ± １１． ４ １４３ ５ ± １４． ８ ０ ０６５
肌酐 ／ （ｍｍｏｌ ／ Ｌ） ８１ ４ ± ３１． ７ ７６ ２ ± １５． ９ ０ ３３８
女性 ９（２４ ３） ５０（２１ ０） ０ ６４８
高血压病史 ２０（５４ １） １４８（６２ ２） ０ ３４５
糖尿病病史 １４（３７ ８） ７６（３１ ９） ０ ４７６
消化道出血史 １（２ ７） ３（１ ３） ０ ４９５
脑卒中史 ４（１０ ８） ２２（９ ２） ０ ７６２
联用糖蛋白 ＩＩｂ ／ ＩＩＩａ 受体拮抗剂 １３（３５ １） ７３（３０ ７） ０ ５８６
联用质子泵抑制剂 １１（２９ ７） １２４（５２ １） ０ ０１１
疾病类型 ０ ０２８
　 ＳＴＥＭＩ １５（４０ ５） ５６（２３ ５）
　 ＮＳＴＥ⁃ＡＣＳ ２２（５９ ５） １８２（７６ ５）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 ０ ０００
　 高危及极高危（ ＞ ４１） ８（２１ ６） １０（４ ２）
　 高危以下（ ＜ ４０） ２９（７８ ４） ２２８（９５ ８）

讨　 论

替格瑞洛为新型口服 Ｐ２Ｙ１２ 受体拮抗剂，为非

前体药物，不需要肝脏代谢酶激活，与 Ｐ２Ｙ１２ 受体

可逆性结合，因此起效更快、停药后血小板功能恢复

更快［７］；并且替格瑞洛的有效性不受肝脏 ＣＹＰ２Ｃ１９
基因多态性的影响，ＲＥＳＰＯＮＤ 研究［８］ 证实无论是

对氯吡格雷有反应组还是无反应组，替格瑞洛的抗

血小板作用都明显强于氯吡格雷。 随着 ＰＬＡＴＯ 研

究［１］结果的公布，替格瑞洛因其显著的临床获益被

欧美指南推荐为一线或首选抗血小板药物治疗

ＡＣＳ［９⁃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美国心脏学会 ／美国心脏病

学会对非 ＳＴ 段抬高型 ＡＣＳ （ＮＳＴＥ⁃ＡＣＳ） 管理指

南［１３］首次对 ３ 种抗血小板药物的推荐力度进行了

区分，指出无论是接受早期侵入还是缺血指导治疗

策略的 ＮＳＴＥ⁃ＡＣＳ 患者，选择 Ｐ２Ｙ１２ 受体抑制剂治

疗时，认为替格瑞洛优于氯吡格雷是合理的（ＩＩａ 类，
Ｂ 级）。 随着替格瑞洛在高危 ＡＣＳ 患者中的广泛应

用，所致出血及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的增加使其安

全性遭到质疑。

表 ３　 出血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ＲＲ ９５％ ＣＩ Ｐ 值

年龄 １ ０６８ １ ００８ ～ １ １３３ ０ ０２７
女性 １ １７７ ０ ３６９ ～ ３ ７６１ ０ ７８３
体质量 １ ０２８ ０ ９７９ ～ １ ０８０ ０ ２６７
ＨＧＢ 值 ０ ９９３ ０ ９５９ ～ １ ０２８ ０ ６９２
肌酐清除率 １ ０００ ０ ９７９ ～ １ ０２２ ０ ９９５
高血压病史 ０ ４６９ ０ ２０６ ～ １ ０６８ ０ ０７１
糖尿病病史 １ １２１ ０ ４７５ ～ ２ ６４６ ０ ７９５
消化道出血史 ３ ０１７ ０ １９０ ～ ４７ ８６３ ０ ４３４
脑卒中史 ０ ６８９ ０ １８８ ～ ２ ５２９ ０ ５７４
ＳＴＥＭＩ １ ９９６ ０ ８６９ ～ ４ ５８７ ０ １０３
联用糖蛋白 ＩＩｂ ／ ＩＩＩａ
　 受体拮抗剂

０ ９７７
　

０ ４１７ ～ ２ ２８５
　

０ ９５７
　

联用 ＰＰＩ ０ ３７３ ０ １６６ ～ ０ ８３６ ０ ０１７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高危

及极高危（ ＞ ４１）
４ ２２７
　

１ １３２ ～ １５ ７８６
　

０ ０３２
　

　 　 本研究分析了北京安贞医院单中心 ２７５ 例接受

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疗的 ＡＣＳ 患者。 应用替格瑞

洛抗血小板治疗主要针对以下两类 ＡＣＳ 患者：①高

危复杂冠状动脉病变；②明确诊断为氯吡格雷低反

应性。
本研究中替格瑞洛治疗 １ 年的 ＰＬＡＴＯ 标准非

ＣＡＢＧ 相关总出血的发生率为 １３ ５％ ，非 ＣＡＢＧ 相

关大出血发生率为 ５ ５％ ，高于 ＰＬＡＴＯ 研究的

８ ７％及 ４ ５％ ；本研究颅内出血的发生率为 １ ５％ ，
致死性颅内出血发生率为 ０ ８％ ，高于 ＰＬＡＴＯ 研究

中的 ０ ３％及 ０ １％ 。 有研究证明相对于其他人种，
亚洲人群更容易出血，可能与其低体质量、抗血小板

药物剂量调整不及时及基因等因素有关［１４］，并且临

床药理学实验证实相对于白种人群，日本人及中国

人替格瑞洛的药物暴露率更高［１５］，因此可能导致更

多的出血事件。 ２０１５ 年的世界心脏联盟专家共

识［１６］指出：鉴于亚洲人群抗血小板治疗窗与西方人

群不同，建议对亚洲人群进行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以

确定新型抗血小板药物的获益和风险。 刚刚公布的

ＰＨＩＬＯ 研究［１７］ 入选来自日本、台湾和韩国的拟行

ＰＣＩ 的 ＡＣＳ 患者 ８０１ 例，结果显示相较于氯吡格雷，
替格瑞洛并没有显著降低由心肌梗死、卒中和血管

源性死亡组成的复合终点的发生率（替格瑞洛比氯

吡格雷，９ ０％ ｖｓ． ６ ３％ ；ＨＲ ＝ １ ４７，９５％ ＣＩ：０ ８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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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４），大出血的发生率两组间无显著差异（替格瑞

洛比氯吡格雷，１０ ３％ ｖｓ． ６ ８％ ；ＨＲ ＝ １ ５４，９５％
ＣＩ：０ ９４ ～ ２ ５３），但是显著增加总出血的发生率

（替格瑞洛比氯吡格雷，２３ ８％ ｖｓ． １４ ７％ ；ＨＲ ＝
１ ７２，９５％ ＣＩ：１ ２３ ～ ２ ４０）。 ＰＨＩＬＯ 研究在临床设

计、主要终点定义、随访时间等方面与 ＰＬＡＴＯ 试验

均相同，但研究结果却与 ＰＬＡＴＯ 试验截然相反，并
且各种出血事件的发生率均高于以西方人群为主要

研究对象的 ＰＬＡＴＯ 研究。 这提示我们，西方的抗血

小板方案未必适合东方人群，ＰＨＩＬＯ 研究并未入组

中国内地患者，仅纳入了 ３５ 例台湾患者。 因此，开
展替格瑞洛在中国患者中使用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大型临床研究迫在眉睫。
本研究颅内出血发生率、致死性颅内出血发生

率处于较高水平。 ＡＣＳ 患者发生颅内出血的特点

为发生率低，但致死性高。 ＰＬＡＴＯ 的亚组分析提

示：与无脑卒中 ／ ＴＩＡ 史的患者相比，既往有卒中 ／
ＴＩＡ 史的患者心肌梗死率、死亡率、脑卒中率及颅内

出血率均显著增高（颅内出血率分别为（０ ８％ ｖｓ．
０ ２％ ，９５％ ＣＩ：１ ８２ ～ ８ ５５；Ｐ ＝ ０ ０００５） ［１８］。 因此，
在有脑血管病史的 ＡＣＳ 患者中，替格瑞洛的净临床

获益备受质疑，应该谨慎应用。
将出血组与非出血组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得

出应用替格瑞洛治疗的 ＡＣＳ 患者，年龄增加及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 ＞ ４１ 为出血的危险因素。 ２０１１ 年

欧洲心脏病协会（ＥＳＣ）指南首次推荐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

分用于评估 ＮＳＴＥ⁃ＡＣＳ 患者院内的出血风险，指南

指出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越高，出血风险越高［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ＡＨＡ ／ ＡＣＣ 指南肯定了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分对 ＮＳＴＥ⁃
ＡＣＳ 患者出血风险的评估作用，并建议在 ＳＴＥＭＩ 患
者中推广使用［１０］。 因此对于高龄及 ＣＲＵＳＡＤＥ 评

分 ＞ ４１ 的高危患者应谨慎应用替格瑞洛。 本研究

发现联用质子泵抑制剂（ＰＰＩ）是出血的保护因素。
ＰＰＩ 主要抑制胃壁细胞质子泵，使胃酸分泌减少，减
轻胃酸对胃粘膜的破坏性作用，从而显著降低消化

道出血风险［１９］。 结果显示联用 ＰＰＩ 类药物为减少

出血的因素，可能因为本研究中出血最常见的部位

为消化道，占 ２９ ７％ 。 另外替格瑞洛为非前体类

Ｐ２Ｙ１２ 受体拮抗剂，因此与 ＰＰＩ 的代谢并无竞争抑

制的关系，Ｓｔｏｒｅｙ 等［２０］ 也证实相对于单用替格瑞

洛，替格瑞洛联用 ＰＰＩ 并没有降低抗血小板效应。
Ｇｏｏｄｍａｎ 等［２１］对 ＰＬＡＴＯ 研究中联用 ＰＰＩ 类药物的

人群进行了亚组分析，却发现替格瑞洛联用 ＰＰＩ 组

相比未联用并未降低大出血（１２ ３％ ｖｓ． １１ ２％ ，

ＨＲ ＝ １ ０５，９５％ ＣＩ：０ ９１ ～ １ ２２， Ｐ ＝ ０ ２２ ） 及非

ＣＡＢＧ 相关大出血的发生率（４ ９％ ｖｓ． ４ ２％ ，ＨＲ ＝
１ ０２，９５％ ＣＩ： ０ ８ ～ １ ２９，Ｐ ＝ ０ １７），并且主要终点

事件发生率有增高趋势（１１ ０％ ｖｓ． ９ ２％ ，ＨＲ ＝
１ ２４，９５％ ＣＩ： １ ０７ ～ １ ４５，Ｐ ＝ ０ ７２）。 对联用 ＰＰＩ
组和非联用 ＰＰＩ 组临床资料进一步分析发现，联用

ＰＰＩ 组患者年龄更大、临床合并症更多、心血管风险

评分更高，考虑联用 ＰＰＩ 可能是心血管风险增高的

标志物，而非直接原因。 ＰＰＩ 类药物对替格瑞洛是

否具有同样的保护作用有待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

进一步证实。
总之，制定 ＡＣＳ 患者抗血小板治疗策略时，应

积极预测出血的风险，审慎选择合适的抗血小板药

物，平衡缺血与出血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出血事件

的发生。 随着 ＰＨＩＬＯ 研究［１７］ 的公布，替格瑞洛对

亚洲人群的有效性及安全性需要更多的随机对照试

验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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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阿托伐他汀钙联合依折麦布药物对冠心病
治疗效果与临床安全性评价

李 荣　 郑 义　 肖艳平

　 　 ［摘要］ 　 目的：探究阿托伐他汀钙联合新型依折麦布药物对冠心病治疗效果与临床安全性。 方

法： 以本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收治的 ９４ 例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４７ 例；对照组采用阿托伐他汀钙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新型依折麦布药物；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

果、治疗前后的血脂水平和颈动脉情况及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等情况。 结果：①两组治疗前血脂水平等

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②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③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的 ＴＣ、ＬＤＬＣ、ＮＯ、ｈｓ⁃ＣＲＴ 和 ＥＴ⁃１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两组之间的 ＡＳＴ、ＡＬＴ、ＴＧ 和 ＨＤＬ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④观察组的不良事件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阿托伐他汀钙联用依折麦布药物对冠心病

治疗效果显著，具有降低血脂水平的功效，且不良反应少和安全性更高，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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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①ｂｅ⁃
ｆｏ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ｌｉｐ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 ０５）； ②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 ０５）； ③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Ｃ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ＤＬＣ， ＮＯ， ｈｓ⁃ＣＲＴ， ＥＴ⁃１，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ｉｎｔｉｍａ⁃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ｑｕｅ
Ｃｒｏｕｓｅ ｓｃｏ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ＡＳＴ，ＡＬＴ， Ｔ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ＨＤＬＣ ａｎｄ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ｂｕｔ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５）； ④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ｄｒｕｇｓ ｅｚｅｔｉｍｉｂ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ａｖｅ ｌｏｗｅｒ ｂｌｏｏｄ ｌｉｐ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ｅｗｅ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Ｅｚｅｔｉｍｉｂｅ ｄｒｕｇ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冠心病是指冠状动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 （Ａｓ）病变而引起血管腔狭窄或阻塞，造成心肌缺

血、缺氧或坏死而导致的心脏病；临床上包括了无症

状心肌缺血、心绞痛、心肌梗死、缺血性心力衰竭

（缺血性心脏病）和猝死 ５ 种类型［１］。 据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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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２］：２００９ 年，我国城市居民冠心病死亡率

为 ９４ ９６ ／ １０ 万，农村为 ７１ ２７ ／ １０ 万；严重危害居民

生命健康。 冠心病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疾病，
与吸烟、不良生活方式、性别、年龄和家族史等都有

关，其中大量研究表明［３］ 血脂异常在其发生发展中

扮演重要角色，临床上也把调节血脂作为其基本治

疗方案。 阿托伐他汀钙是临床上治疗冠心病的首选

药，但其降脂效果不一；因此，本研究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我院收治的 ９４ 例冠心病患者为

研究对象，探究联合用药的治疗效果，旨在为临床提

供依据。

表 １　 两组患者临床一般资料（ｘ ± ｓ，ｎ）
组　 别 例数 性别（男 ／ 女） 年龄 ／ 岁 吸烟 饮酒 高血压 糖尿病

对照组 ４７ ２８ ／ １９ ７３． ７ ± ６． １ ３１ ２９ ４３ ２１
观察组 ４７ ３０ ／ １７ ７３． ３ ± ５． ９ ３０ ３２ ４４ ２０

表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情况 （ｘ ± ｓ）

组别 例数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７ ５． ９２ ± １． ２１ ５． ０２ ± １． ０１ ３． ７４ ± ０． ５４ １． ８１ ± ０． ３４ ４． ０１ ± ０． ８８ ２． ７８ ± ０． ６７ １． ２４ ± ０． ２１ １． ３７ ± ０． ３２
观察组 ４７ ５． ８３ ± １． ２３ ４． １２ ± ０． ７１ ３． ８２ ± ０． ６１ １． ８５ ± ０． ４１ ４． １１ ± ０． ９８ ２． ０１ ± ０． ３１ １． ２７ ± ０． ３１ １． ３５ ± ０． ２９
ｔ 值 ０． ３５７６ ４． ９９７７ ０． ６７３２ ０． ５１４８ ０． ５２０５ ７． １５０５ ０． ５４９２ ０． ３１７４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注：与 ＣＵＦ 组相比，∗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收治的 ９４ 例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 其

中男性 ５８ 例，女性 ３６ 例，年龄 ６８ ～ ８１ 岁，平均年龄

为（７３ ３ ± ５ ２）岁，患者一般资料见表 １。 所有患者

符合 ２００７ 年美国心脏病学会 ＡＣＣ ／美国心脏协会

ＡＨＡ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指南标准或经冠状动

脉造影确诊。 采用随机数字方法，将其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 ４７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
病情、文化程度及家庭经济等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
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治疗方法，包括：

扩张血管、溶纤、改变生活方式及饮食指导等。 对照

组在常规基础上口服阿托伐他汀钙片（１０ｍｇ ／片，辉
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１４０７），根据 ＬＤＬ⁃
Ｃ 基线水平、治疗目标和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剂量

的个体化调整，常用的起始剂量为 １０ ｍｇ，１ 次 ／ ｄ，剂
量调整时间间隔至少 ４ 周，最大剂量为 ８０ ｍｇ，１ 次 ／
ｄ。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新型依折麦布药物

（１０ｍｇ ／片，ＳＣＨＥＲＩＮＧ⁃ＰＬＯＵＧＨ，进口药品注册证

号 Ｈ２０１１０３２６），剂量为 １ 次 ／ ｄ，１０ｍｇ ／次。 两组的

疗程均为 ３０ｄ。
３． 评价指标　 显效：临床症状消失，治疗后 １ 个

月内无心绞痛发生，心电图 ＳＴ⁃Ｔ 显著升高；有效：临
床症状有所好转，治疗后 １ 个月内心绞痛次数显著

减少，心电图 ＳＴ⁃Ｔ 有所升高无效；临床症状无好转

或加重，心电图无改善；总有效率 ＝ （显效人数 ＋ 有

效人数） ／患者总例数。
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中进行。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比较

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率）表示；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对照组采用阿

托伐他钙汀单独治疗，４７ 例患者中有效 ２１ 例，显效

１７ 例，无效 ９ 例，总有效率为 ８０． ９％ （３８ ／ ４７）；观察

组采取阿托伐他汀钙联合新型依折麦布治疗，４７ 例

患者中有效 ２８ 例，显效 １５ 例，无效 ４ 例，总有效率

为 ９１． ４９％ （４３ ／ ４７），两组患者临床效果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治疗前，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血脂指标 （ ＴＣ、 ＴＧ、 ＬＤＬＣ 和

ＨＤＬ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治疗后，观
察组的 ＴＣ 和 ＬＤＬＣ 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观察组的 ＴＧ 和 ＨＤＬＣ 与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２）。
　 　 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ＮＯ、ｈｓ⁃ＣＲＴ 和 ＥＴ⁃１ 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ＮＯ、ｈｓ⁃ＣＲＴ 和 ＥＴ⁃１
等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治疗

后，观察组的 ＮＯ 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ｈｓ⁃ＣＲＴ 和 ＥＴ⁃１
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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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ＮＯ、ｈｓ⁃ＣＲＴ、ＥＴ⁃１、ＡＳＴ 和 ＡＬＴ 的情况（ｘ ± ｓ）

组别
ＮＯ ／ （ｕｍｏｌ ／ Ｌ） ｈｓ⁃ＣＲＴ ／ （ｍｍｏｌ ／ Ｌ） ＥＴ⁃１ ／ （ｎｇ ／ Ｌ） ＡＳＬ ／ （Ｕ ／ Ｌ） ＡＬＴ ／ （Ｕ ／ 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ｎ ＝４７） ５５． ８ ± ３． ２１ ７４． ４ ± ３． ６ ７． ２３ ± ０． ８４ ５． １２ ± ０． ７８ ６． １１ ± ０． ４１ ５． ０４ ± ０． ４５ ４４． ２ ± ２． ７ ４５． ３ ± ３． ６ ５１． ２ ± ４． １ ５２． ５ ± ４． ０
观察组（ｎ ＝４７） ５６． １ ± ４． ０１ ８１． １ ± ２． ９ ７． ３５ ± ０． ７７ ４． ２１ ± ０． ６５ ６． ０９ ± ０． ５２ ４． １１ ± ０． ３５ ４３． ９ ± ２． １ ４４． ７ ± ４． １ ５０． ８ ± ４． ９ ５１． ９ ± ４． ７

ｔ 值 ０． ４００４ １５． １６５ ０． ７２１９ ６． １４４４ ０． ２０７ １０． １７１ ０． ９４６ ０． ９６７ ０． ５４１ ０． ４４４
Ｐ 值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０ ０５），而 ＡＳＴ 和 ＡＬ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表 ３）。

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比较　 对

照组经过治疗后，２ 例出现胃肠道反应，３ 例出现食

欲不振，３ 例出现肌肉痛，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１７．
０２％ （８ ／ ４７）；观察组经过治疗后，１ 例出现胃肠道反

应，１ 例出现肌肉痛，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４． ２６％ （２ ／
４７）。 经统计学比较，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讨　 论

血脂异常脂质已被证明是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

中的独立危险因素；这是由于过多的脂质可在血管

内皮沉积，从而引起的 ＡＳ；异常的表现可表现为 ＴＣ
和 ＬＤＬ⁃Ｃ、ＴＧ 升高和 ／或 ＨＤＬ⁃Ｃ、ＣＨ 降低等［４］。 因

此，国内外“血脂异常指南”均明确指出，防治冠心

病调脂重点在于降低 ＴＣ、ＬＤＬＣ［５ ⁃６］。
阿托伐他汀钙是一种 ＨＭＧ⁃ＣｏＡ 还原酶的选择

性、竞争性抑制剂，通过抑制肝脏内 ＨＭＧ⁃ＣｏＡ 还原

酶和胆固醇的合成，从而降低血浆中胆固醇和脂蛋

白水平，并通过增加细胞表明的肝脏 ＬＤＬ 受体以增

强 ＬＤＬ 的摄取和代谢；可降低 ＴＣ 和 ＬＤＬＣ，而对 ＴＧ
和 ＨＤＬＣ 效果不一［ ７ ］。 新型依折麦布药物是一种

选择性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可抑制小肠吸收胆汁和

膳食中的胆固醇；与阿托伐他汀钙联用可对降低

ＬＤＬＣ 水平的作用机制具有互补性［ ８⁃９ ］。
本研究结果表明，联合用药的治疗效果显著优

于对组组；治疗后，观察组的 ＴＣ 和 ＬＤＬＣ 也显著低

于对照组；但两组之间的 ＴＧ 和 ＨＤＬＣ 却无统计学

差异；这与大多数研究相一致［ １０ ］。 内皮素（ＥＴ⁃１）
和 ＮＯ 是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成、释放的一对血管收

缩、舒张因子，ＥＴ⁃１ 可致 ＡＳ 而 ＮＯ 具有抗 ＡＳ 的能

力［ １１ ］；Ｃ 反应蛋白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全身性炎症

反应急性期的非特异性标志物，也是心血管事件危

险最强有力的预测因子之一。
本研究也显示，治疗后两组之间的 ＥＴ⁃１、 ｈｓ⁃

ＣＲＴ、和 ＮＯ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ＥＴ⁃１、ｈｓ⁃

ＣＲＴ、和 ＮＯ 可作为临床调脂效果的评价指标。 此

外，观察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度，说明

联合用药的安全性更高。
综上所述，阿托伐他汀钙联合新型依折麦布药

物具有降低血脂水平的功效，且不良反应少和安全

性更高，对冠心病治疗效果显著，具有临床推广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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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药物洗脱支架对开通冠状动脉慢性完全
闭塞病变患者预后的影响

赵季平∗　 宋现涛

　 　 ［摘要］ 　 目的：评价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成功开通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ＣＴＯ），对
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 方法：连续选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心内科一病房，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证实 ＣＴＯ 病变，并 ＰＣＩ 试行开通 ＣＴＯ 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 记录

患者临床资料、冠状动脉造影情况、手术并发症及 ＰＣＩ 结果，根据手术是否成功分为 ＰＣＩ 成功组（ｎ ＝
５８３）和 ＰＣＩ 失败组（ｎ ＝ １０１）。 院外随访入选患者，随访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随访主要终点事件为全因

死亡率，次要终点事件为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再次血运重建及总 ＭＡＣＥ 发生率，比较 ＰＣＩ 成功组与失败

组长期预后的差别。 结果：研究共入选 ＣＴＯ 患者 ６８４ 例，５８３ 例经 ＰＣＩ 成功开通并置入药物涂层支架，
开通率（８５ ２％ ）。 随访时间 ４ ６（３，５）年，其中成功开通 ＣＴＯ 组失访 ６０ 例（失访率 １０ ３％ ），失败组失

访 １０ 例（失访率 ９ ９％ ）。 校正前 ＰＣＩ 成功组总 ＭＡＣＥ（２３ ３％ ｖｓ． ４８ ５％ ，Ｐ ＜ ０ ０５）、全因死亡率

（５ ２％ ｖｓ． １７ ８％ ，Ｐ ＜ ０ ０５）、ＴＶＲ 率（１１ ２％ ｖｓ． ２１ ８％ ，Ｐ ＜ ０ ０５）低于失败组，非致死性 ＭＩ 发生率与

失败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７ ０％ ｖｓ． ８ ９％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ｘ 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ＰＣＩ 成功组总 ＭＡＣＥ
发生率（ＨＲ：１ ４２１，９５％ ＣＩ：１ ０７９ ～ １ ８７０）、全因死亡率（ＨＲ：０ ３２４，９５％ ＣＩ：０ １６５ ～ ０ ６３７）、ＴＶＲ 率

（ＨＲ：２ ０７７，９５％ ＣＩ：１ ４５９ ～ ２ ７６１）仍明显低于失败组（Ｐ ＜ ０ ０５）。 结论：对慢性闭塞病变行成功的 ＰＣＩ
术，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和再次血运重建率， 降低 ＭＡＣＥ 的发生率， 改善患者长期预后。

［关键词］ 　 药物洗脱支架；慢性闭塞性病变；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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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ｒｕｇ⁃ｅｌ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ｎｔ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ｏｃ⁃
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ＴＯ）是冠心病患者常见病变类型之一，统
计资料显示，在已经诊断和疑诊冠心病，而行冠状动

脉造影检查的患者中约 １ ／ ３ 存在 ＣＴＯ 病变，流行病

学研究显示 ＣＴＯ 病变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１］。 目

前针对 ＣＴＯ 病变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冠状动脉旁

路移植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ＣＩ）和单纯药物治疗，ＣＴＯ 患

者单纯依靠药物治疗仅可以缓解临床症状，但对远

期心功能、生存率的改善并不理想，因此对于 ＣＴＯ
治疗方案的选择多推荐通过 ＣＡＢＧ 或 ＰＣＩ 进行血运

重建。 ＣＡＢＧ 和 ＰＣＩ 治疗 ＣＴＯ 病变的优劣仍存在争

议， ＰＣＩ 的优势在于避免了外科开胸手术的痛苦，
ＰＣＩ 术后心绞痛明显缓解，围术期病死率、主要不良

心脏事件（ＭＡＣＥ）发生率也低于 ＣＡＢＧ，可缩短住

院时间，近期临床效果满意［２］。 对于成功开通 ＣＴＯ
患者的长期生存是否获益目前尚有分歧。 既往研究

多采用回顾性研究，且研究多跨越金属裸支架和药

物洗脱支架两个时代。 因此清楚了解药物涂层支架

时代，ＣＴＯ 成功开通的真实临床结果能够使我们更

好的了解 ＣＴＯ 患者行介入治疗的意义，使 ＣＴＯ 病

变临床干预手段的选择更加合理。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该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连
续选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在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一病房，冠状动脉造影

检查证实 ＣＴＯ 病变并经 ＰＣＩ 术试行开通 ＣＴＯ 病变

患者 ６８４ 例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为首次行 ＰＣＩ
术，成功开通与未成功开通 ＣＴＯ 病变患者。 排除标

准：①既往曾行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患者；②近 ３ 个月发生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③急性左心衰或慢性终末期心

力衰竭患者；④近 １ 年内发生影像学证实的急性脑

血管病患者；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患者；⑥合并其他

可严重影响预期寿命的疾病，如肿瘤、严重呼吸、消
化、内分泌或血液系统疾病；

２． 临床资料　 人口学资料与病史：年龄、性别、
体质量指数、吸烟史、糖尿病史、高血压史及高脂血

症史。 术前检查：血液与生化检查：血细胞计数、
ＨＧＢ、肌酐、ＴＧ、ＴＣ、ＬＤＬ⁃Ｃ、ＨＤＬ ⁃Ｃ、磷酸肌酸激酶、
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及肌钙蛋白 Ｉ、Ｂ 型钠尿肽（Ｂ⁃
ｔｙｐｅ ｎａｔｒｉｕｔ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ＢＮＰ）；超声心动图：左心室

射血分数、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

径、二尖瓣 Ｅ 峰 ／ Ａ 峰值。
３． 手术情况　 冠状动脉造影及 ＰＣＩ 术均由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心内科吕树峥教授团队完

成，ＰＣＩ 治疗在强化药物治疗和充分术前准备基础

上进行。 依据病变特点选择合适的指引导丝。 待闭

塞处导丝成功穿过后送入球囊进行扩张，然后于病

变部位置入支架。 成功 ＰＣＩ 的标准为病变残余狭窄

＜ ３０％ ，前向血流达 ＴＩＭＩ ３ 级。
４． 术后处理及随访　 所有患者术后均常规服用

阿司匹林（１００ ｍｇ ／ ｄ），同时至少术前 ３ｄ 起口服氯

吡格雷 ７５ ｍｇ ／ ｄ，或术前 １ 天负荷量 ３００ ～ ６００ ｍｇ，
继之 ７５ ｍｇ ／ ｄ，术后连续服用至少 １２ 个月。 主管医

师根据患者临床情况决定是否服用他汀类药物、β
受体阻滞剂、硝酸酯类药物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剂。
纳入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以保证患者至少随访 ３ 年，最长 ５ 年。 随访的内容

包括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以及督导患者术后规

范化的药物治疗，必要时复查冠状动脉造影（冠状

动脉造影为非必需）。 临床随访采用电话随访和门

诊或再入院复查的方式进行，临床随访的内容包括：
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再次血运重建等不良事件

的发生及其发生时间，出院后的用药情况调查以及

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等。 所有随访均由心血管专业

的专科医师完成。 主要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率；次
要终点事件为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再次血运重建及

总 ＭＡＣＥ 发生率。
５． 相关定义　 （１）ＣＴＯ 定义：采用 ２００８ 年欧州

慢性完全闭塞病变俱乐部（ＥｕｒｏＣＴＯ ｃｌｕｂ）标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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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冠状动脉远端无前向造影剂通过（ＴＩＭＩ ０ 级），闭
塞时间≥３ 个月，ＣＴＯ 时间的估计从闭塞血管供血

部位的心肌梗死（ＭＩ）发病、心绞痛明显加重、或以

前的冠状动脉造影结果证实［３］。
（２）靶病变 ＰＣＩ 成功定义为 ＰＴＣＡ 术后靶病变

处直径残余狭窄 ＜ ５０％ ，或冠状动脉支架术后残余

狭窄 ＜ ３０％ ，前向血流达到 ＴＩＭＩ ３ 级，且无严重并

发症。 病例成功的定义为心内膜下血管及供血功能

重要的主要分支血管 ＣＴＯ 病变 ＰＣＩ 成功。
（３） ＭＡＣＥ 定义为死亡、非致死性 ＭＩ 或靶血管

血运重建（ＴＶＲ，包括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后 ＭＩ 定义

采用 ＥＳＣ ／ ＡＣＣ ／ ＡＨＡ ／ ＷＨＦ 关于心肌梗死的统一定

义［４］。 ＴＶＲ 定义为 ＰＣＩ 后针对靶血管的任何介入

治疗及 ＣＡＢＧ 术。
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进行统计分

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比

表示，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曲线描述

生存率，用 ｌｏｇ⁃ｒａｎｋ 方法检验生存率之间的差异，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校正。 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总体情况 　 研究共入选试行 ＰＣＩ 术的 ＣＴＯ
患者 ６８４ 例，其中 ５８３ 例经 ＰＣＩ 成功开通并置入药

物洗脱支架，开通率（８５ ２％ ）；１０１ 例经 ＰＣＩ 未成功

开通。 随访时间 ４ ６（３，５）年，其中成功开通 ＣＴＯ
组失访 ６０ 例（失访率 １０ ３％ ），失败组失访 １０ 例

（失访率 ９ ９％ ）。
２． 临床资料结果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ＰＣＩ

成功组糖尿病患病率、ＢＮＰ 水平、左心室舒张期内

径低于对照组，ＴＧ、ＬＤＬ⁃Ｃ 均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
表 １）。

３． 冠状动脉造影情况 　 造影资料比较，ＰＣＩ 成

功组 ＣＴＯ 靶血管位于 ＬＡＤ 比例高于失败组（Ｐ ＜
０ ０５），靶血管位于 ＬＭ、ＬＣＸ、ＲＣＡ、其他血管比例两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病变血管为多

支血管病变 ＰＣＩ 失败组内比例高于成功组 （Ｐ ＜
０ ０５），单支病变、双支病变比例两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闭塞病变长度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
叉病变比例在 ＰＣＩ 失败组高于成功组（Ｐ ＜ ０ ０５），
开口病变、成角病变比例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钙化程度比较，重度钙化比例在 ＰＣＩ 失
败组高于成功组（Ｐ ＜ ０ ０５），轻度、中度钙化比例两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２）。

表 １　 ＰＣＩ 是否成功开通不同分组临床基线

资料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成功组

（ｎ ＝５８３）
失败组

（ｎ ＝１０１）
Ｐ 值

年龄 ／岁 ５８ ０ ± １０ １９ 　 ６１ ８３ ± ９ ２６ ０ ７５４
男性 ４０８（７０ ０） ７３（７２ ３） ０ ３２１
高血压史 ３５４（６０ ７） ５７（５６ ４） ０ ０７４
糖尿病史 ３０４（５２ １） ７１（７０ ３） ０ ０００
高脂血症史 ３０２（５１ ８） ４６（４５ ５） ０ ４６３
吸烟史 ２４６（４２ ２） ３５（３４ ７） ０ ０５７
体质量指数 ／ （ｋｇ ／ ｍ２） ２６ ４８ ± ３． ５１ ２５ １９ ± ３． ８９ ０ １８２
肌酐清除率 ／ （μｍｏｌ ／ Ｌ） １２７ ６４ ± ３２． ６２ １１９ ２９ ± ２８． ５９ ０ １７４
磷酸肌酸激酶 ／ （Ｕ ／ Ｌ） ８７ ４０ ± ５６． ４１ ８３ ８４ ± ６７． ５５ ０ ８１５
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 ／ （Ｕ ／ Ｌ） １５ ３１ ± ６． ０７ １２ １０ ± １１． ６９ ０ ４３７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９３ ± １． ３９ １ ７４ ± ０． ８３ ０ ０１０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１４ ± １． １７ ４ ５５ ± ０． ９４ ０ ３４９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０４ ± ０． ２６ １ １０ ± ０． ２４ ０ １２７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９７ ± ０． ８０ １ ８３ ± ０． ５５ ０ ０２６
肌钙蛋白 Ｉ ／ （ｎｇ ／ Ｌ） ０ ０３ ± ０． ０５ ０ ０５ ± ０． ０４ ０ ３７４
ＢＮＰ ／ （ｆｍｏｌ ／ ｍＬ） １９２ １６ ± ３８． ５０ ５３５ ７５ ± ３６４． ４８ ０ ０００
左心室射血分数 ／ ％ ５１ ６４ ± ６． ６９ ４７ ２１ ± ６． ５２ ０ ０９１
左心室舒张期内径 ／ ｍｍ ４２ ３４ ± ３． ８３ ４９ ０５ ± ４． １８ ０ ０３７
左心室收缩期内径 ／ ｍｍ ２８ ９９ ± ４． ２１ ２９ ４０ ± ３． ９９ ０ ５１２
二尖瓣 Ｅ 峰 ／ Ａ 峰 ０ ９７ ± ０． ３１ １ ０４ ± ０． ４４ ０ ８４６

表 ２　 ＰＣＩ 是否成功开通不同分组冠状动脉造影

资料比较［ｎ（％ ），ｘ ± ｓ］

项目 成功组（ｎ ＝ ５８３） 失败组（ｎ ＝ １０１） Ｐ 值

ＣＴＯ 位置

　 ＬＭ ２３（４ ０） ４（４ ０） ０ ７６１
　 ＬＡＤ ２３４（４０ １） ３２（３１ ７） ０ ０２７
　 ＬＣＸ １２３（２１ １） ２４（２３ ８） ０ ３５９
　 ＲＣＡ １５６（２６ ８） ３３（３２ ７） ０ ０９４
　 其他血管 ４７（８ １） ８（７ ９） ０ １７６
血管支数

　 单支 ２９３（５０ ３） ４７（４６ ５） ０ ３４４
　 双支 １６８（２８ ８） ２４（２３ ８） ０ ４１６
　 多支 １２２（２０ ９） ３０（２９ ７） ０ ００８
闭塞病变长度 １２ ２６ ± ６ ３４ １０ ９７ ± ５ １７ ０ ３４４
特殊病变

　 分叉病变 １７６（３０ ２） ３８（３７ ６） ０ ０１３
　 开口病变 １１９（２０ ４） ２３（２２ ８） ０ ４２９
　 成角病变 １０９（１８ ７） ２３（２２ ８） ０ １０２
钙化程度

　 轻度 １０５（１８ ０） １６（１５ ８） ０ ３４７
　 中度 ４２１（７２ ２） ６６（６５ ４） ０ １９３
　 重度 ５７（９ ８） １９（１８ ８） ０ ００７

　 　 ４． 手术并发症　 术中并发症 ＰＣＩ 失败组冠状动

脉穿孔高于成功组（３ ９６％ ｖｓ． １ ２０％ ，Ｐ ＜ ０ ０５），
经球囊压迫等方法处理后均终止出血，未导致心包

填塞。 穿刺动脉夹层或出血、冠状动脉夹层、边支闭

塞、无复流 ／慢血流比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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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０５，表 ３）。 住院期间无死亡病例，２ 例行急诊

ＣＡＢＧ，均发生在 ＰＣＩ 失败组（１ ９８％ ），发生急性心

肌梗死 ９ 例，７ 例发生在 ＰＣＩ 成功组，２ 例出现在失败

组，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 ２０％ ｖｓ． １ ９８％，
Ｐ ＝ ０ ３２６），２ 例 ＰＣＩ 失败组急性心肌梗死病例均行

急诊 ＣＡＢＧ（１ ９８％ ），ＰＣＩ 成功组 ６ 例再次行 ＰＣＩ
（１ ０３％ ），两组再次血运重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１０２）。

表 ３　 不同分组手术并发症比较［ｎ（％ ）］

　 项目 成功组（ｎ ＝ ５８３） 失败组（ｎ ＝ １０１） Ｐ 值

外周动脉并发症 ５（０ ９） １（１ ０） ０ ６８２
　 冠状动脉夹层 ６（１ ０） １（１ ０） ０ ７６１
　 冠状动脉穿孔 ７（１ ２） ４（４ ０） ０ ０２７
　 边支闭塞 １６（２ ７） ２（２ ０） ０ ３５９
无复流 ／ 慢血流 ７（１ ２） ２（２ ０） ０ ２８３

图 １　 未经校正的 ＰＣＩ 成功与失败 ＣＴＯ 患者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曲线

　 　 ５． 长期预后比较　 （１）ＰＣＩ 成功组与失败组未

校正的长期预后比较 　 随访期间，ＰＣＩ 成功组总

ＭＡＣＥ 低于失败组（２３ ３％ ｖｓ． ４８ ５％，Ｐ ＝ ０ ００４），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法描述 ＭＡＣＥ 累积概率，Ｌｏｇ⁃ｒａｎｋ 检验

（χ２ ＝ ３５ ８９７，Ｐ ＝ ０ 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
１Ａ）；ＰＣＩ 成功组累积全因病死率低于失败组（５ １５％
ｖｓ． １７ ８２％，Ｐ ＝０ ０００），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法描述全因死

亡累积概率，Ｌｏｇ⁃ｒａｎｋ 检验（χ２ ＝ ２３ ５９０，Ｐ ＝ ０ ０００），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图 １Ｂ）。 ＰＣＩ 成功组累积非致

死性 ＭＩ 发生率与失败 组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７ ０３％ ｖｓ． ８ ９１％ ，Ｐ ＝ ０ ３５９），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法描

述非致死性 ＭＩ 累积概率， Ｌｏｇ⁃ｒａｎｋ 检验 （ χ２ ＝
０ ６１１，Ｐ ＝ ０ ４３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图 １Ｃ）。
ＰＣＩ 成功组累积 ＴＶＲ 率低于失败组（１１ １５％ ｖｓ．
２１ ７８％ ，Ｐ ＝ ０ ０１３），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法描述 ＴＶＲ 累

积概率，Ｌｏｇ⁃ｒａｎｋ 检验（ χ２ ＝ １０ ２３７，Ｐ ＝ ０ ００１），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图 １Ｄ）。

（２） 多因素校正后 ＰＣＩ 成功组与失败组长期预

后比较　 ＰＣＩ 成功组和失败组临床基线资料及冠状

动脉造影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将上述资料纳入

Ｃｏｘ 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矫正，ＰＣＩ 成功组总 ＭＡＣＥ
发生率（ＨＲ：１ ４２１，９５％ ＣＩ：１ ０７９ ～ １ ８７０）、全因死

亡率（ＨＲ：０ ３２４，９５％ ＣＩ：０ １６５ ～ ０ ６３７）、ＴＶＲ 率

（ＨＲ：２ ０７７，９５％ ＣＩ：１ ４５９ ～ ２ ７６１）仍明显低于失

败组（Ｐ ＜ ０ ０５）；非致死性 ＭＩ 经校正后两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讨　 论

与非 ＣＴＯ 病变相比，ＣＴＯ 病变具有其特殊的病

理和解剖特点，因此 ＣＴＯ 病变 ＰＣＩ 操作更为复杂，
难度更大，被称为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最后一块阵

地” ［５］。 在单纯球囊扩张和金属裸支架（ＢＭＳ）时

代，ＣＡＢＧ 因其成功率高、再狭窄率低、远期生存率

高而成为 ＣＴＯ 病变的首选治疗方案。 随着药物洗

脱支架（ＤＥＳ）的广泛应用， ＰＣＩ 开通 ＣＴＯ 病变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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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迅速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使介入治疗干预 ＣＴＯ
病变后再狭窄率高的局面得到改观，从而改善了

ＰＣＩ 开通 ＣＴＯ 病变的长期预后［６］。 与非 ＣＴＯ 病变

相比，ＰＣＩ 开通 ＣＴＯ 病变远期再狭窄和再闭塞发生

率更高，患者受益程度仍然存在争议［７］。 一般而

言，对于无明显症状和心肌缺血的 ＣＴＯ 病变患者，
可以考虑药物治疗。 对于单支血管 ＣＴＯ 病变，当出

现以下情况时应考虑 ＰＣＩ 治疗：患者症状与闭塞血

管相关；闭塞血管所供应区域存在存活心肌；预期操

作成功率较高（ ＞ ６０％ ），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死亡

率 ＜ １％ ，心肌梗死发生率 ＜ ５％ ）；对于合并严重左

主干病变、多支血管病变或瓣膜病的 ＣＴＯ 病变患

者，应考虑行 ＣＡＢＧ；对于不适合接受 ＣＡＢＧ 手术的

患者，可以考虑分次介入治疗，但一般应首先开通闭

塞血管［８］。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美国第四届 ＣＴＯ 峰会对

ＣＴＯ 病变行 ＰＣＩ 适应证进行了阐述，有如下临床症

状者可考虑 ＰＣＩ：心绞痛或胸闷、气短、疲劳，ＣＴＯ 供

血区有存活心肌证据，ＣＴＯ 远端血管足够大（直径

＞ ２ ５ ｍｍ；裸眼判断长度 ＞ ３０ ～ ４０ ｍｍ），临床或影

像学检查具有存活心肌证据，是 ＣＴＯ 病变行 ＰＣＩ 的
先决条件［９］。 关于 ＣＴＯ 病变治疗策略的选择还存

在很大争议，选择 ＰＣＩ 开通策略应严格掌握适应症，
关注手术成功率的同时应重视患者的全面获益。 虽

然 ＰＣＩ 开通 ＣＴＯ 病变的长期临床获益还存在争议，
但许多的研究证实 ＰＣＩ 开通 ＣＴＯ 可以缓解心绞痛

症状，改善左心室功能，提高远期生存率［１０⁃１１］。
我们对 ＰＣＩ 开通 ＣＴＯ 病变风险的担忧主要是

手术难度大，成功率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高，以及

病变血管再狭窄、再闭塞的发生。 随着 ＰＣＩ 技术的

发展，不断有新的技术和器械出现并应用于临床，使
得手术成功率不断提高，手术并发症不断减少。
ＣＴＯ 病变 ＰＣＩ 术后的再狭窄率、再闭塞率均明显高

于非 ＣＴＯ 病变，在单纯 ＰＴＣＡ 时代再狭窄率在 ３３％
～７４％之间，再闭塞率也高达 ７％ ～ ３４％ ，支架应用

以来 再 狭 窄 率 降 低 近 ４０％ ， 可 降 至 ２２％ ～
５５％ ［１２⁃１３］；同样晚期再闭塞率也降低 ５０％ 以上，可
降至 ２％ ～１６％ ［１４］。 随着 ＤＥＳ 的应用，再狭窄率进

一步降低。 ＰＲＩＳＯＮⅡ研究结果显示，ＣＴＯ 患者随机

分组接受 Ｃｙｐｈｅｒ 支架和 ＢＭＳ，与 ＢＭＳ 相比 Ｃｙｐｈｅｒ
支架可以明显降低支架内再狭窄（７％ ｖｓ． ３９％ ，Ｐ ＜
０ ００１）和靶病变血运重建率 （４％ ｖｓ． １９％ ，Ｐ ＝
０ ００１） ［１５］。 近期的一项包含 ６５ 个 ＣＴＯ⁃ＰＣＩ 研究的

荟萃分析中，共纳入了超过 １８０００ 例患者，严重手术

并发症冠状动脉穿孔发生率为 ２ ９％ ，其中只有

０ ３％发生心包填塞；急诊 ＣＡＢＧ０ １％ ，造影剂相关

性肾病发生率为 ３ ８％ ，辐射损伤 ＜ ０ ０１％ ［１６⁃１７］。
本研究中 ＣＴＯ 开通率为 ８５ ２％ ，ＰＣＩ 成功组和失败

组冠状动脉穿孔率分别为 １ ２０％ 和 ４ ０％ ，经球囊

压迫等方法处理后出血均得到终止，未造成心包填

塞。 纳入病例无手术中及住院期间死亡病例出现，２
例试行 ＰＣＩ 失败病例行急诊 ＣＡＢＧ， 占失败组

２ ０％ 。 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与既往研究相当，进一步

证明 ＣＴＯ 患者行 ＰＣＩ 的安全性。
ＰＣＩ 成功开通 ＣＴＯ 后患者的长期生存获益目前

还存在分歧，多数研究支持开通 ＣＴＯ 的临床获益。
一项荟萃分析研究纳入了 １３ 项研究的 ７ ２８８ 例患

者，５ ０５６ 例患者 ＰＣＩ 成功开通 ＣＴＯ 病变，２ ２３２ 例

失败，与 ＰＣＩ 开通 ＣＴＯ 失败比较，成功开通 ＣＴＯ 能

使死亡率降低 ４４％ （ＯＲ ＝ ０ ５６，９５％ ＣＩ：０ ４３ ～
０ ７２） ［１８］。 Ｍｅｈｒａ 等［１４］关于 １ ７９１ 例 ＣＴＯ 患者的回

归分析也显示，与手术失败相比， ＰＣＩ 成功开通

ＣＴＯ 能降低患者 ５ 年全因死亡率（分别为 ４ ５％ ，
９５％ ＣＩ：１ ７％ ～ ６ ３％ 和 １７ ２％ ，９５％ ＣＩ：９ ７％ ～
２２ ６％ ，Ｐ ＜ ０ ０００１）。 一些研究的结果与上述研究

不同，其中 Ｍａｙｏ 医学中心的研究最有影响力，该项

研究回顾了该中心 ２５ 年接受 ＰＣＩ 的 ＣＴＯ 患者，结
果显示，ＰＣＩ 开通失败不是患者 １ 年的死亡预测因

素（ＨＲ ＝ １ １６，９５％ ＣＩ：０ ３０ ～ １ ５） ［１９］。 一项日本

的研究也显示，３ 年随访 ＰＣＩ 成功与失败全因死亡

率（ＨＲ ＝ ０ ９３，９５ＣＩ：０ ６４ ～ １ ３７，Ｐ ＝ ０ ６９）和心源

性死亡率（ＨＲ ＝ ０ ７１，９５ＣＩ：０ ４４ ～ １ １６，Ｐ ＝ ０ １６）
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０］。 本项研究结果支持 ＰＣＩ
开通 ＣＴＯ 患者可改善预后的观点，与手术失败相

比，ＰＣＩ 成功开通 ＣＴＯ 病变能降低 ５ 年累积总

ＭＡＣＥ（２３ ３％ ｖｓ． ４８ ５％ ，Ｐ ＝ ０ ００４）、全因死亡率

（５ ２％ ｖｓ． １７ ８％ ，Ｐ ＝ ０ ０００）、和 ＴＶＲ 率（１１ ２％
ｖｓ． ２１ ８％ ，Ｐ ＝ ０ ０１３）。 基线资料 ＰＣＩ 失败组 ＢＮＰ
水平高于成功组，ＬＶＤＤ 大于成功组，提示失败组心

功能差，ＴＧ、ＬＤＬ⁃Ｃ 水平、造影资料也存在差异，考
虑研究为非随机研究导致的资料偏移。 将临床基线

资料及造影资料纳入进行多因素校正后，ＰＣＩ 成功

组总 ＭＡＣＥ 发生率 （ＨＲ：１ ４２１，９５％ ＣＩ：１ ０７９ ～
１ ８７０）、全因死亡率（ＨＲ：０ ３２４，９５％ ＣＩ：０ １６５ ～
０ ６３７）、ＴＶＲ 率（ＨＲ：２ ０７７，９５％ ＣＩ：１ ４５９ ～ ２ ７６１）
仍明显低于失败组。 本项研究虽然 ＰＣＩ 成功组非致

死性 ＭＩ 发生率与失败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７ ０％ ｖｓ． ８ ９％ ，Ｐ ＝ ０ ３５９），但从绝对值看仍低于

失败组，更长时间的随访可能使差异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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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药物洗脱支架时代，ＰＣＩ 成功开通

ＣＴＯ 病变在经验丰富的介入中心有较高的开通率

和较低手术并发症，可以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 ＰＣＩ
可以作为目前 ＣＴＯ 病变血运重建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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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支气管扩张患者
的临床特点分析

陈 勇　 刘 双　 焦 瑞

　 　 ［摘要］ 　 目的： 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支气管扩张患者的临床特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

断水平。 方法： 选择我院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就诊住院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２６０ 例为研

究对象，分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组（ｎ ＝ １３４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支气管扩张组（ｎ ＝ １２６ 例），比
较两组患者在临床表现、胸部高分辨 ＣＴ、肺功能检查结果及实验室检查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

在年龄、性别、吸烟指数、体质量指数及基础药物治疗等方面，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合并支

气管扩张患者肺功能 ＦＶＣ％预计值、ＦＥＶ１％ 预计值、ＦＥＶ１ ／ ＦＶＣ％ 预计值、ＤＬＣＯ ／ ＶＡ％ 预计值较未合并

支气管扩张组低，而 ＲＶ％ 预计值、ＴＬＣ％ 预计值、ＲＶ ／ ＴＬＣ％ 预计值高于未合并支气管扩张组（Ｐ ＜
０ ０５），且出院后 ６ 个月内发生急性加重的次数多，呼吸困难评分（ｍＭＲＣ）高（Ｐ ＜ ０ ０５）。 结论： 合并支

气管扩张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下降更为明显，发生急性加重的风险增加。
［关键词］ 　 肺疾病；阻塞性；支气管扩张；肺功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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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ｅ （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ｎ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６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Ｄ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ｈｏ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ＰＤ ｇｒｏｕｐ （ ｎ ＝ １３４） ａｎｄ ＣＯＰＤ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ｎ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 ｎ ＝
１２６）．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ＲＣ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ａｇｅ， ｓｅｘ，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
ｂａｓｃａｌ ｄｒｕ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ＦＶ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ＦＥＶ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ＦＥＶ１ ／ ＦＶ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ＤＬＣＯ ／
Ｖ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Ｄ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ｎ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Ｄ ｇｒｏｕｐ．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Ｖ％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ｅｄ， ＴＬ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ＲＶ ／ ＴＬ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Ｄ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ｎ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Ｄ
ｇｒｏｕｐ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ｓｐｎｅａ ｓｃｏｒｅ （ｍＭＲＣ）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Ｄ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ｎ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Ｄ 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ｓ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ｗｏｒ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ｎ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ｏｒ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Ｂｒｏｎｃｈｉｅｃｔａｓｉｓ；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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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
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ＰＤ）和支气管扩张是常见的慢性呼吸

道疾病，两者均可导致肺组织结构破坏，肺功能逐步

恶化，患者生活质量逐步下降。 国内外指南对于

ＣＯＰＤ 的诊断均要求排除支气管扩张症、肺结核纤

维化病变、严重的间质性肺疾病等其他肺部疾病，因
此长期以来认为 ＣＯＰＤ 与支气管扩张是不能共存的

两种疾病。 但近期临床研究发现不少中重度 ＣＯＰＤ
患者随着病情进展，可同时合并支气管扩张，是导致

支气管扩张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１，２］。 但国内关于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与单纯 ＣＯＰＤ 患者临床特征

的差异的文献报道较少。 本研究旨在回顾性分析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患者的临床特征，提高对该

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资料与方法

１． 选择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入住我院

呼吸科治疗的 ＣＯＰＤ 患者 ２６０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

是否合并支气管扩张分为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

（ｎ ＝ １２６ 例）和 ＣＯＰＤ 组（ｎ ＝ １３４ 例）。
所有 ＣＯＰＤ 患者均符合 ２０１５ 年 ＧＯＬＤ 指南制

定的诊断标准［３］。 在符合慢阻肺诊断标准的基础

上，参照文献［４］ 胸部高分辨 ＣＴ 具备以下表现可入

选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①缺乏支气管从中央

到外周逐渐变细的趋势；②支气管管径大于伴行的

肺动脉直径；③距外周肋胸膜或纵隔胸膜 １ｃｍ 内见

支气管影。 排除标准：①年龄 ＜ １８ 岁；②患者临床

资料不全；③在确诊 ＣＯＰＤ 之前具备反复咳嗽、咳脓

痰、咯血等典型症状，高度可能为支气管扩张症患

者；④在 ＣＯＰＤ 确诊前已行高分辨胸部 ＣＴ 等检查

被确诊为支气管扩张症患者；⑤合并支气管哮喘、肺
癌、间质性肺疾病等其他肺部疾病；⑥无法配合完成

高分辨胸部 ＣＴ 检查的患者。
所有 ＣＯＰＤ 患者均行超声心动图明确是否合并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其超声心动图诊断标准如下：①
右心室流出道内径≥３０ｍｍ；②右心室内径≥２０ｍｍ；
③右心室前壁厚度≥５ｍｍ 或前壁搏动幅度增强；④
左、右心室内径比值 ＜ ２；⑤右肺动脉内径≥１８ｍｍ
或肺动脉干≥２０ｍｍ；⑥右心室流出道 ／左心房内径

＞ １ ４；⑦肺动脉瓣曲线出现肺动脉高压征象者（ａ
波低平或 ＜ ２ｍｍ，或有收缩中期关闭征）。

２． 研究方法：（１）一般资料：记录患者年龄、性
别、身高、体质量，既往史（包括糖尿病病史、吸烟史

等）。 在本研究中根据痰液的性状分为粘液性， 粘

液脓性，脓性 ３ 类；根据痰液的颜色分为黄痰、白痰、
黄白痰、黄绿色痰 ４ 类。

（２）实验室检查：记录患者入院时高敏 Ｃ 反应

蛋白（ｈｓＣＲＰ）、红细胞沉降率（ＥＳＲ）、痰细菌培养结

果及动脉血气分析结果。
（３）胸部高分辨 ＣＴ：全部入选患者均行胸部高

分辨 ＣＴ 检查，评价支气管扩张累及位置及类型。
胸部高分辨 ＣＴ 在患者仰卧位吸气末时进行，主要

参数：层厚 １ｍｍ，层间距 １０ｍｍ。
（４）肺功能检查：主要检查指标包括 ＦＶＣ％ 预

计值、ＦＥＶ１％ 预计值、ＦＥＶ１ ／ ＦＶＣ％ 预计值、ＤＬＣＯ ／
ＶＡ％ 预计值、 ＲＶ％ 预计值、 ＴＬＣ％ 预计值、 ＲＶ ／
ＴＬＣ％预计值。

（５）呼吸困难评分（ｍＭＲＣ 评分表） ［５］：０ 分：除
过度活动劳力外，无气短的呼吸问题；１ 分：平地行

走或上略斜坡时有气短问题；２ 分：因气短较同龄人

平地行走得慢，或以自己的步伐行走于平地时不得

不停下呼吸；３ 分：平地行走，行走几分钟后需停下

呼吸；４ 分：气短不能离开家或穿衣、脱衣时气短。
（６）随访：所有患者随访 ６ 个月，每 ２ 周经门诊

随访或电话随访 １ 次，记录 ６ 个月内急性加重次数。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是指咳嗽、咳痰、呼吸困

难比平时加重或痰量增多，或咳黄痰，或需要改变用

药方案。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结果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单因素组间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一般资料：３００ 例 ＣＯＰＤ 患者中，４０ 例患者因

为确诊 ＣＯＰＤ 前已被诊断为支气管扩张症 １５ 例、缺
乏高分辨胸部 ＣＴ 资料 ２０ 例，或合并其他肺部疾病

（合并肺间质纤维化 ３ 例，合并肺结核 ２ 例）被排除

在本研究之外。 最终 ２６０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ＣＯＰＤ
组 １３４ 例，男性 ８２ 例，女性 ５２ 例，年龄 ５０ ～ ８６ 岁，
平均（７０ ± １１ １）岁；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 １２６
例，男性 ７６ 例，女性 ５０ 例；年龄 ５０ ～ ８２ 岁，平均（６８
± ９ ２）岁；两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

组 ＢＭＩ 值、合并糖尿病者比例、吸烟指数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在基础治疗方面，两组患

者接受抗胆碱能药物、长效 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用

药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ＣＯＰ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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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支气管扩张组日常咳脓性痰者比例均明显高于

ＣＯＰＤ 组（Ｐ ＜ ０ ０１）；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病程

更长，出现肺心病概率较高，出院后 ６ 个月内急性加

重次数较多，ｍＭＲＣ 评分较高（Ｐ ＜ ０ ０５，表 １）
２．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患者的胸部高分辨

ＣＴ 表现：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患者以柱状支气

管扩张为主要类型，病灶多为双侧，下叶分布为主，
同时合并肺气肿、黏液栓、肺不张等表现（表 ２）。
ＣＯＰＤ 组患者胸部高分辨 ＣＴ 具有肺气肿表现者 １０３
例，占 ７６ ７％ ，所有患者均无支气管扩张的征象。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ｘ ± ｓ，ｎ（％ ）］

　 　 项目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

（ｎ ＝ １２６）
ＣＯＰＤ 组

（ｎ ＝ １３４）
Ｐ 值

年龄 ／ 岁 ６８ ± ９ ２ ７０ ± １１ １ ＞ ０ ０５
性别（男 ／ 女） ７６ ／ ５０ ８２ ／ ５２ ＞ ０ ０５
吸烟指数 ／ （包 ／ 年） ５８ ６ ± １０ ２ ５６ ２ ± ９ ４ ＞ ０ ０５
体质量指数 ／ （ｋｇ ／ ｍ２） ２１ ６ ± ３ ２ ２３ ４ ± ４ ２ ＞ ０ ０５
基础治疗

　 抗胆碱能药物 ４８（３８ １） ５３（３９ ６） ＞ ０ ０５
　 长效 β２ 受体激动剂 ３６（２８ ６） ３９（２９ １） ＞ ０ ０５
　 联合用药 ４２（３３ ３） ４２（３１ ３） ＞ ０ ０５
　 日常脓性痰 ９１（７２ ２） ６１（４５ ５） ＜ ０ ０１
糖尿病病史 ２３（１８ ３） ２７（２０ １） ＞ ０ ０５
出院后 ６ 个月内急性加重

次数 ／ 次
３ ２４ １ ５６ ＜ ０ ００１

　
平均病程 ／ 年 １７ ６ ９ ２ ＜ ０ ０１
合并肺心病 ２３（１８ ３） ４（３ ０） ＜ ０ ０１
ｍＭＲＣ 评分 ２ ３７ ± １ １ １ ２６ ± １ ２ ＜ ０ ００１

表 ２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的胸部高分辨

ＣＴ 体征［ｎ（％ ）］

　 影像学特征 数值

类型

　 柱状支扩 ５２（４１ ３）
　 囊状支扩 ２６（２０ ６）
　 囊柱状支扩 ４８（３８ １）
分布

　 上叶为主 ２２（１７ ５）
　 下叶为主 １０４（８２ ５）
　 双侧 ９２（７３ ０）
　 单侧 ３４（２７ ０）
其他表现

　 肺气肿 ９０（７１ ４）
　 黏液栓 ３７（２９ ４）
　 肺不张 １６（１２ ７）

　 　 ３． 肺功能和血气分析比较：（１）合并支气管扩

张患者肺功能 ＦＶＣ％预计值、ＦＥＶ１％预计值、ＦＥＶ１ ／
ＦＶＣ％预计值、ＤＬＣＯ ／ ＶＡ％ 预计值较未合并支气管

扩张组低， 而 ＲＶ％ 预计值、 ＴＬＣ％ 预计值、 ＲＶ ／
ＴＬＣ％预计值高于未合并支气管扩张组（Ｐ ＜ ０ ０５，

表 ３）。

表 ３　 两组肺功能结果比较（ｘ ± ｓ）
　 　 项目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 ＣＯＰＤ 组 Ｐ 值

ＦＶＣ％预计值 ７８ ４ ± ２５． ２ ９７ ６ ± ２３． ２ ＜ ０ ００１
ＦＥＶ１％预计值 ５６ ４ ± ２３． ２ ７２ ６ ± ２７． ２ ＜ ０ ００１
ＦＥＶ１ ／ ＦＶＣ％预计值 ５２ ４ ± １３． ６ ６９ １ ± ９． ２ ＜ ０ ００１
ＤＬＣＯ ／ ＶＡ％预计值 ７５ ３ ± ２９． ２ ９０ ７ ± ３０． ２ ＜ ０ ０５
ＲＶ％预计值 １６８ ６ ± ２９． ４ １０２ ７ ± ３９． ２ ＜ ０ ００１
ＴＬＣ％预计值 １０８ ９ ± ３９． １ ９２ ８ ± ２９． ２ ＜ ０ ０１
ＲＶ ／ ＴＬＣ％预计值 １３９ ８ ± ３８． ２ １０２ ６ ± ３５． ４ ＜ ０ ００１

　 　 （２）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出现低氧血症

（ＰａＯ２ ＜ ６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 ｋＰａ）的比例高于

ＣＯＰＤ 组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

ｈｓＣＲＰ 高于 ＣＯＰＤ 组（Ｐ ＜ ０ ０５）；ＥＳＲ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本研究中两组痰培养阳性检出率、铜绿假单

胞菌感染情况无统计学差异（Ｐ ＞ ０ ０５，表 ４）

表 ４　 两组实验室资料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

（ｎ ＝ １２６）
ＣＯＰＤ 组

（ｎ ＝ １３４）
Ｐ 值

ｐＨ 值 ７ ４１ ± ０ ０３ ７ ４２ ± ０ ０４ ＞ ０ ０５
ＰａＣＯ２ ／ ｍｍＨｇ ４５ ６ ± ８ １ ３９． ２ ± ９ １ ＜ ０ ００１
ＰａＯ２ ／ ｍｍＨｇ ７６ ７ ± １２ １ ８０ １ ± １１ １ ＜ ０ ００１
低氧血症 ２９（２３ ０） １１（８ ２） ＜ ０ ０１
高碳酸血症 ２３（１８ ３） １２（９ ０） ＞ ０ ０５
ｈｓＣＲＰ ／ （ｍｇ ／ Ｌ） １０ ８ ± １０ １ ６ ２ ± ９ ２ ＜ ０ ０１
ＥＳＲ ／ （ｍｍ ／ ｈ） ２８ ６ ± １９ １ ２６ ３ ± １５ ９ ＞ ０ ０５
痰培养阳性检出率 ５９（４６ ８） ５８（４３ ３） ＞ ０ ０５
铜绿假单胞菌 ２４（１９ ０） ２８（２０ ９） ＞ ０ ０５

讨　 论

ＣＯＰＤ 和支气管扩张均为慢性气道疾病，两者

均可导致肺组织结构破坏，肺功能逐步恶化，患者生

活质量逐步下降。 近年来随着对 ＣＯＰＤ 临床表型的

认识不断加深，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 ＣＯＰＤ 可同

时合并支气管扩张，可能是一种独特的 ＣＯＰＤ 临床

表型。 Ａｇｕｓｔｉ 等［６］ 进行的纳入 ２ １６４ 例稳定期

ＣＯＰＤ 患者的 ＥＣＬＩＰＳＥ 队列研究发现，只有 ４％ 的

慢组肺患者胸部高分辨 ＣＴ 具有支气管扩张的表

现。 而 Ｐａｔｅｌ 等［７］在对中重度 ＣＯＰＤ 患者的临床研

究发现，５０％ ～ ５７ ６％ 的患者继发支气管扩张。 本

研究中纳入 ２６０ 例 ＣＯＰＤ 患者中，其中 １２６ 例合并

支气管扩张，占 ４８ ５％ ，提示 ＣＯＰＤ 继发支气管扩

张可能是一种独特的 ＣＯＰＤ 临床表型，两者之间可

能存在密切关联。 文献报道的 ＣＯＰＤ 患者合并支气

管扩张发病率不一致，可能与研究对象和诊断标准

不同相关。 随着对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这一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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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型认识的不断加深，将来有望制定统一、规范的诊

断标准，指导治疗。
本研究发现，合并支气管扩张患者的病程较单

纯 ＣＯＰＤ 组的患者长，出院 ６ 个月内的平均急性加

重次数也较高。 伴随支气管扩张的进展，患者肺功

能更差，病情易反复，逐步出现通气不足，通气⁃血流

比例失调和肺内分流，部分患者出现严重低氧血症，
引起肺动脉收缩，同时存在肺部小动脉炎症和血管

床毁损，导致肺动脉高压，右心室肥厚、扩大，进而发

展成为肺心病［８］。 本研究中，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

张组出现肺心病的概率高于单纯 ＣＯＰＤ 组。
胸部高分辨 ＣＴ 可以显示支气管扩张的类型、

部位及范围，目前已经取代支气管造影成为支气管

扩张的首选检查方法［９］，同时胸部高分辨 ＣＴ 还能

检测出早期肺气肿的低密度衰减。 本研究中，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患者以柱状支气管扩张为主，多
分布在双肺下叶，与国内外文献报道一致［１，７ ⁃１０］。
除支气管扩张外，７１ ４％的患者还具有肺气肿的 ＣＴ
表现，提示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患者兼有肺气

肿和支气管扩张的 ＨＲＣＴ 表现。 临床上对于 ＣＯＰＤ
患者，除应行肺功能检查外，还应性胸部高分辨 ＣＴ，
已早期发现支气管扩张，以便早期治疗。

本研究中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较单纯

ＣＯＰＤ 组的通气功能受限更严重，弥散功能减低更

明显，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一项国外研究［１１］ 表

明，降低的 ＦＥＶ１％ 预计值、ＦＥＶ１ ／ ＦＶＣ 值及 ＦＶＣ％
预计值与支气管扩张患者的死亡密切相关，该研究

还表明患者肺功能越差，每年急性加重发生的次数

就越多，住院频率就越高。 因此，对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

管扩张患者更有定期复查肺功能检查，至少每年 １
次，根据肺功能变化及时调整临床治疗。

本研究比较了两组患者的动脉血气分析、炎性

指标、痰培养结果，发现 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组出

现低氧血症概率更高，此结果与其呼吸困难评分更

高相呼应。 原因可能为合并支气管扩张，气道内细

菌负荷增加，反复发生感染导致气道阻塞，而气道阻

塞有容易诱发感染，两者形成恶性循环。 两者合并

存在时，气道炎症反应加剧，气流受限程度进一步加

重，气道结构破坏更厉害，肺部结构破坏更严重，可
能引起更严重的细菌感染。 因此 ｈｓ⁃ＣＲＰ 可作为细

菌感染指标，其上升程度可反映炎症组织的活动性。
本研究中，两组痰培养致病菌阳性率、铜绿假单胞菌

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留取痰标本时已

应用抗生素相关。
综上所述，ＣＯＰＤ 合并支气管扩张患者较常见，

肺功能下降更明显，发生急性加重的风险增加。 临

床上应对 ＣＯＰＤ 患者进行胸部高分辨 ＣＴ 检查，以
便早期发现支气管扩张，给予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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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自我管理教育对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
治疗效果分析

陈 霞　 张丽芹　 范建明　 张丽华　 陈 平

　 　 ［摘要］ 　 目的：探讨自我管理教育对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选取江苏省南通市

虹西社区糖尿病患者 １６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患者

８０ 例。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管理，实验组患者采取自我管理教育模式。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疾病认知

度、自我管理效能、自我管理行为（健康饮食、体育运动、服药依从性及足部护理）及健康状况（ＢＭＩ、空腹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舒张压、收缩压及 ＴＣ）等方面的改变。 结果：实验组患者疾病认知度、自我管理效

能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实验组患者在健康饮食、体育运动、服药依从

性、足部护理等自我管理行为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自我管理教

育对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自我管理教育；社区；糖尿病；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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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糖尿病的发病

率逐年上升，我国已将近 ５ ０００ 万人患有糖尿病，约
占世界总患病人数的 １ ／ ６［１⁃２］。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

终身性疾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近年来的研

究表明［３］，实施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模式对其治

疗具有积极作用，并且该模式得到广泛应用。 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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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回顾性分析社区老年糖尿病人行自我管理教育

模式的临床资料，取得了良好效果。 现将研究结果

汇报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选取江苏省南通市虹西社区糖尿

病患者 １６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患者 ８０ 例。 所有

患者均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对

照组中男性患者 ４２ 例，女性患者 ３８ 例，平均病程

（９ ４ ± ２ ６）年，年龄 ４４ ～ ７３ 岁，平均年龄（５４ ３ ±
８ ３）岁，合并冠心病 １４ 例，糖尿病足 １９ 例，高血压

１６ 例，肾病 ２２ 例。 实验组中男性患者 ４３ 例，女性

患者 ３７ 例，平均病程（９ ２ ± ３ １）年，年龄 ４２ ～ ７４
岁，平均年龄（５２ ８ ± ９ １）岁，合并冠心病 １５ 例糖

尿病足 １８ 例，高血压 １４ 例，肾病 ２１ 例。 两组患者

均符合 １９９９ 年 ＷＨＯ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接受正规

治疗 ２ 年以上但糖化血红蛋白仍在 ６ ５％ 以上，认
知、意识正常，为本社区常住居民；排除肿瘤、精神异

常、躯体功能严重损害者。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疾病认知度、自我管理效能及自我管理行为的比较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仅在随诊时进行健康教

育，实验组患者行自我管理教育模式。 将实验组患

者均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取一名组长，负责联

系组员，进行每 ２ 周一次的活动指导。 活动中有 ２
名执业医师进行健康指导，充分了解患者的日常生

活习惯，给予用药、运动、饮食等方面的护理指导，制
定个性化的健康方案，调整 ２ 周以来的不合理因素。
将上次活动发放的自我管理日记收回，进行评价、指
导。 对于患者的运动方案， 可将小区内患者组队统

一进行体育锻炼，相互监督、促进，以前更好的控制

图 １　 分组及方法运行图

血糖水平，提高机体抵抗力。 强调蜜儿血糖自测的

重要性，以及服用胰岛素的注意事项。 关注患者的

心理健康，解决患者的负面心理、情绪，引导积极向

上的生活心态。 小组活动过程中，应设置小组成员

自我管理经验分享，互相鼓励、学习，并在日常生活

中互相帮助。
３． 评价指标［４⁃５］ 　 患者的疾病知识评价采用自

行制定的疾病认知度量表，内容包括疾病相关基础

知识、用药知识、血糖监测技能及生活习惯知识 ４ 个

维度。 包括 ８ 个条目，每个条目 １ ～ ５ 级评分。 该量

表根据密西根糖尿病知识测试问卷改编（信度系数

０ ７７），其中，改编内容根据国内糖尿病防治指南将

某些涉及国外的饮食问题如“以下哪些食物含糖量

高”中的选项“瑞士奶酪”等改为国人常见的食物如

“蛋糕”，将“美国人”改为“中国人”。 自我效能是

指糖尿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通过自我管理模式，得
到较好控制病情这一预期的能力和信心。 自我效能

的评价，（修改建议 ２）根据斯坦福糖尿病教育中心

的糖尿病自我管理效能问卷改编，包括饮食、足部护

理、运动及医疗控制 ４ 个维度，共 １０ 个条目，０ ～ ４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我效能越高。 自我行为管

理量表主要内容包括包括健康饮食、体育运动、服药

依从性、足部护理四个条目，每个条目 １ ～ １０ 级评

分。 该表根据 Ｄｅｂｏｒａｈ 糖尿病自我管理量表改编。
两组患者均干预之初进行疾病认知度、自我管理效

能及自我管理行为的比较，随访 １ 年后，再次进行

评价。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对

研究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 标

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计数资

料以频数（率）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疾病认知度与自我管理效能比较

　 实验组患者疾病认知度、自我管理效能方面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两组

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疾病认知度的比较（ｘ ± ｓ）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８０ ３０ ２６ ± ０ ４８ ３３ ５８ ± ０ ６８

实验组 ８０ ３０ ３４ ± ０ ６１ ３６ ７ ± ３ ４６

ｔ 值 １ ０３４ ５ ３３６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２．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比较 　 实施干预

后，实验组患者在健康饮食、体育运动、服药依从性、
足部护理等自我管理行为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两组干预前比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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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３）。

表 ２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效能的比较（ｘ ± ｓ）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８０ ２３ ４９ ± １ ０３ ２７ ９ ± ３ ０７
实验组 ８０ ２２ ９９ ± ０ ９７ ３３ ０５ ± ０ ５２
ｔ 值 １ １１２ ４ ９８２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表 ３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比较（ｘ ± ｓ）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健康饮食 ６ ２ ± ０ ８１ ６ ０ ± ０ ７３ ６ ９ ± ０ ８８ ８ ７ ± ０ ９２＃

体育运动 ７ １ ± ０ ７９ ７ ２ ± ０ ８４ ７ ６ ± ０ ９６ ９ １ ± １ ０３＃

服药依从性 ５ ７ ± ０ ９９ ５ ８ ± １ １０ ６ ９ ± １ ２２ ８ ９ ± ０ ８４＃

足部护理 ６ ８ ± ０ ７７ ６ ７ ± ０ ８５ ７ ３ ± １ ０５ ９ ２ ± １ １４＃

注：两组相比，＃Ｐ ＜ ０ ０５

讨　 论

糖尿病作为一种自身代谢性疾病，以高血糖为

其特征，常具有家族史，长期将导致其他组织器官严

重病变［６⁃７］。 社会调研发现［８⁃９］，血糖控制达标率仅

为 １０％ 。 因此，对社区糖尿病患者进行自我管理教

育模式的实施，可以充分整合医院、社区医疗资源，
优化社区糖尿病人群的管理。

糖尿病的治疗主要在患者家庭中进行，大多由

患者家属进行日常护理工作，因而在社区中开展以

社区为单位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自我管理教育模式，
具有其适用性［１０］。 国内外多数文献也证实了这一

点［１１］。 患者的血液生化指标明显好转，显著优于对

照组（Ｐ ＜ ０ ０５）。 并且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自我管理效能得以提高。 实验组患者在不断的调整

方案过程中，逐渐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促成了健康的

自我管理教育模式不仅有效控制糖尿病的恶化，也
为以其他疾病的预防起到一定作用。 相比于其他管

理方法，自我管理教育模式更具合作、教育强化等明

显优势［１２］。
最新 ＡＤＡ 指南指出，糖尿病患者一经发现，则

应立即进行自我管理措施，其已被视为治疗糖尿病

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３］。 通过健康教育，使患者对自身

的疾病认知得以提升，意识到自我管理的重要性，控
制自身血糖，将其维持在相对较好水平。 每 ２ 周一

次的指导教育给患者指明了健康教育的方向，通过

平时与社区之中的病友进行交流、学习，使得其对自

身疾病的认知更加深刻，对于疾病的全方面了解更

为深入。 如有对自身疾病存在问题，由于与医生询

问比较不便，此时小组成员的耐心解答便很有作用，
且设身处地，更具有说服力。 此外，建立完善的患者

管理档案，定期电话随访，加强长期日常管理，监督

并纠正出现的问题，保证其代谢水平的有效控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管理，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能

力均得以显著提升，但如何保证患者执行管理内容、
加强实践才是治疗的关键环节［１４］，对于糖尿病的长

期管理，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极为重要［１５］。 进行科

学健康的饮食，适量的体育运动，按时规律服药，不
断克服自身困难，增强战胜疾病的自信心。 有些患

者平时难以控制自身行为，虽然家属的监督具有一

定作用，但其家人难以时时陪护监督。 然而，在患者

平时的交往中，社区小组成员的监督可以是随时随

地的，具有实效性。 患者日常锻炼难以坚持者，但在

社区成员的带动下，便显得很有动力，有助于促进管

理行为的正性进行。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自我管

理行为的实施得以明显改善，在饮食、足部护理、锻
炼及服药依从性方面均得到提升。 每两周一次的小

组聚会指导活动，通过互相交流、互换近段时期的自

我管理效果，互相观察血糖监测水平，在社区其他成

员的反面促进下，使得控制欠佳者见贤思齐并努力

调整自我管理行为，严格控制饮食，做好足部护理

等，充分发挥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的优越

性。 此外，自我管理教育还融洽了护患关系，提高了

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 有研究指出［１６］，加强与患者

之间的交流，给予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提升了患者对

医护人员的信任度，这使得护理人员的自身价值得

以体现，极大的激发了医护人员的责任心，使其不断

学习业务技能，提供更好的社区服务。
综上所述，社区自我管理教育对糖尿病患者的

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可改善

患者的疾病预后，具有社区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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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高血压患者同型半胱氨酸与脉搏波传导
速度关系的研究

王 宁　 刘傲亚　 余振球

　 　 ［摘要］ 　 目的：研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与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ｂａｐｗｖ）的
关系。 方法：根据 ｂａｐｗｖ 的值，将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２８４ 例分为两组：ｂａｐｗｖ 正常组（ｂａｐｗｖ ＜ １ ４００ｃｍ ／ ｓ）
１４２ 例及 ｂａｐｗｖ 升高组（ｂａｐｗｖ≥１ ４００ｃｍ ／ ｓ）１４２ 例，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构成比、体质量指数、血压、
血肌酐、血脂、空腹血糖及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结果：在单因素分析中，ｂａｐｗｖ 升高组患者的收缩压、舒
张压、Ｈｃｙ、空腹血糖、ＴＧ、ＴＣ、ＬＤＬ⁃Ｃ 显著高于 ｂａｐｗｖ 正常组（Ｐ ＜ ０ 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同型半胱

氨酸、收缩压、空腹血糖及 ＬＤＬ⁃Ｃ 是影响 ｂａｐｗｖ 的独立因素（Ｐ ＜ ０ ０５）。 结论：高血压患者同型半胱氨

酸是影响 ｂａｐｗｖ 的独立因素。
［关键词］ 　 同型半胱氨酸；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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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 年我国高血压患者约 ３ ３ 亿，高血压引起靶器

官损害的病理基础是动脉血管功能（弹性）和结构

改变，而功能改变早于结构改变，颈股动脉脉搏波传

导速度（ｃａｒｏｔｉｄ⁃ｆｅｍｏｒａｌ ｐｕｌｓｅ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ｆｐｗｖ）是

目前反映动脉弹性的经典指标，但其操作复杂，肱踝

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ａｎｋｌｅ ｐｕｌｓｅ ｗａｖｅ 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ｂａｐｗｖ）与 ｃｆｐｗｖ 相关性好［１⁃３］，更易于在临床

应用。 年龄、血压、血脂及血糖是动脉硬化的传统危

险因素，近年来非传统因素血浆同型半胱氨酸（ｈｏ⁃
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
研究对 ２８４ 例高血压患者 ｂａｐｗｖ 与 Ｈｃｙ 的关系进行

探讨，为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预防提供

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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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连续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

就诊，未用降压药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２８４ 例，其中

男性 １７４ 例，女性 １１０ 例，年龄 １８ ～ ７５ 岁，平均年龄

（４５ ± １３）岁。 入选者需排除继发性高血压、既往服

用降压药、外周血管疾病及心血管疾病者。 对入选

患者进行血生化检查，血压测量，同时测定 ｂａｐｗｖ，
根据 ｂａｐｗｖ 值将患者分为两组：ｂａｐｗｖ 正常组（ｂａｐ⁃
ｗｖ ＜ １ ４００ｃｍ ／ ｓ） １４２ 例， ｂａｐｗｖ 升高组 （ ｂａｐｗｖ≥
１ ４００ｃｍ ／ ｓ）１４２ 例。

２ 方法：（１）血压的测量方法：患者至少安静休

息 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 内禁止吸烟、饮咖啡、茶，排空膀胱，
取坐位，裸露右上臂，肘部与心脏在同一水平。 用听

诊法，收缩压读数取柯氏音第Ⅰ时相，舒张压取柯氏

音第Ⅴ时相（消失）． 间隔 ２ｍｉｎ 重复测量，取 ２ 次读

数的平均值记录。 若收缩压或舒张压 ２ 次读数相差

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以上，再次测量，取 ３
次读数的平均值记录。

表 １　 ２ 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血压（ｘ ± ｓ）
　 组别 例数 年龄 ／ 岁 男 ／ 女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ＳＢＰ ／ ｍｍＨｇ ＤＢＰ ／ ｍｍＨｇ）
ｂａｐｗｖ 正常组 １４２ ４４ ± １３ ８０ ／ ６２ ２６ ２１ ± ３ ５１ １４５ ００ ± ９ ２５ ９０ ２５ ± ７ ６４
ｂａｐｗｖ 升高组 １４２ ４６ ± １３ ９４ ／ ４８ ２６ ３２ ± ３ ６０ １５５ ３９ ± １２ ８７ ９４ ０８ ± １０ ９６
Ｐ 值 ０ １８８ ０ １１３ ０ ７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表 ２　 ２ 组患者的血生化指标（ｘ ± ｓ）

　 组别 例数
ＣＲ ／

（μｍｏｌ ／ Ｌ）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Ｈｃｙ ／

（μｍｏｌ ／ Ｌ）
ＧＬＵ ／

（ｍｍｏｌ ／ Ｌ）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ＣＨＯ ／

（ｍｍｏｌ ／ Ｌ）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ｂａｐｗｖ 正常组 １４２ ６８ ７０ ± １４ ９０ １ ２０ ± ０ ２８ １２ １５ ± ２ ３８ ５ ４９ ± ０ ７４ １ ５３ ± ０ ７２ ４ ９２ ± ０ ９３ ３ ０１ ± ０ ９１
ｂａｐｗｖ 升高组 １４２ ７１ ９９ ± １４ ０４ １ １８ ± ０ ２７ １７ ２５ ± ４ ３０ ５ ８９ ± ０ ７７ １ ８０ ± ０ ７８ ５ ８０ ± ０ ９４ ４ ０７ ± ０ ８８
Ｐ 值 ０ ０５７ ０ ６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表 ３　 ｂａｐｗｖ 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结果

　 项目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Ｅｘｐ（Ｂ） Ｅｘｐ（Ｂ）９５％ ＣＩ
Ｈｃｙ ０ ６５７ ０ １０５ ３８ ９８６ ０ ０００ １ ９２９ １ ５７０ ～ ２ ３７１
ＳＢＰ ０ １２９ ０ ０２７ ２２ ７６３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８ １ ０７９ ～ １ ２００
ＧＬＵ ０ ９３２ ０ ３３０ ７ ９６２ ０ ００５ ２ ５３８ １ ３２９ ～ ４ ８４８
ＬＤＬ⁃Ｃ ０ ９３０ ０ ４６９ ３ ９３３ ０ ０４７ ２ ５３４ １ ０１１ ～ ６ ３５１

（２）ｂａｐｗｖ 的测量方法：受试者安静休息 １５ｍｉｎ
，取仰卧位，双手手心向上置于身体两侧，采用日本

欧姆龙公司生产的全自动动脉硬化测定仪 ＶＰ⁃１０００
测定 ｂａｐｗｖ。 将心音图传感器置于受试者胸骨左缘

第四肋间，心电图夹子夹于双侧手腕，４ 个袖带分别

裹于双上肢和双踝部，启动测定仪开始测定。 测定

双侧 ｂａｐｗｖ，测定 ２ 次，计算 ２ 次测定的平均值作为

最终结果，相关分析显示两侧 ｂａｐｗｖ 的相关性为

０ ９７８，取右侧 ｂａｐｗｖ 进行分析。
（３）血液标本采集及指标测定：患者抽取清晨

空腹 １２ 小时静脉血 ５ｍｌ，使用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

７６００—０２０ 自动分析仪及配套的试剂盒，测定血肌

酐、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ＴＧ、空腹血糖和 Ｈｃｙ。
３． 统计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

差（ｘ ± ｓ） 表示，两组比较采用两个独立样本的 ｔ 检
验；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率）表示，比较用 χ２ 检验。
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筛选影响 ｂａｐｗｖ 的独立因素。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患者临床特征和血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构

成比和体质量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有可比性；２ 组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
２． 患者血生化指标：两组患者血肌酐和 ＨＤＬ⁃

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Ｈｃｙ、空腹血糖、
ＴＧ、ＴＣ 和 ＬＤＬ⁃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２）。 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以 ｂａｐｗｖ 是否正常为因

变量，其余变量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 Ｈｃｙ、收缩压、空腹血糖及 ＬＤＬ⁃Ｃ 是影响 ｂａｐ⁃
ｗｖ 的独立因素（表 ３）。

讨　 论

动脉粥样硬化是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基

础，早期发现并干预动脉硬化，对延缓或阻止疾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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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预防和避免严重心血管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脉

搏波传导速度是反映动脉僵硬度的早期指标。 ２００７
年欧洲高血压防治指南及 ２０１０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

指南，均将 ｃｆｐｗｖ 增高定义为亚临床靶器官损害的

标志之一，ｂａｐｗｖ 与 ｃｆｐｗｖ 相关性好，操作简单，重复

性高，被临床广泛应用。 近年来，许多临床研究证实

同型半胱氨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因素［４⁃７］，但其与高血压患者 ｂａｐｗｖ 关系的研究

有限。
本研究通过对 ２８４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回

顾性分析发现：在单因素分析中，ｂａｐｗｖ 升高组的收

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ＴＧ、ＴＣ 和 ＬＤＬ⁃Ｃ、Ｈｃｙ 均显

著高于 ｂａｐｗｖ 正常组（Ｐ ＜ ０ ０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显示

收缩压、空腹血糖及 ＬＤＬ⁃Ｃ 是影响 ｂａｐｗｖ 的独立因

素，这与传统的观点及一些学者的研究相符［８⁃９］。
本研究还证实 Ｈｃｙ 是 ｂａｐｗｖ 升高的又一独立危险因

素，与刘怀荣等［１０］的研究结论一致，Ｖａｎ ［１１］等证实

同型半胱氨酸与 ｃｆｐｗｖ 独立相关，与本研究的结果

相似。
同型半胱氨酸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机制为：

①对血脂的影响。 同型半胱氨酸可促进脂质沉积于

动脉壁，使泡沫细胞增加。 ②损伤动脉内皮细胞。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导致内皮细胞变性、坏死，内
皮再生能力降低，导致内皮层的选择性通透功能障

碍，胆固醇和脂蛋白易于在血管壁沉积，形成动脉粥

样硬化；高同型半胱氨酸还可以造成一氧化氮依赖

性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血管痉挛、缺血、缺氧，加重内

皮细胞的变性坏死，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 ③促

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平滑肌细胞由收缩型转变

为合成型，管壁增厚，血管舒张功能减弱，导致动脉

粥样硬化。 ④致凝血纤溶异常。 同型半胱氨酸降低

血管内皮的抗血栓形成作用，促进血栓形成，引起动

脉粥样硬化及血栓栓塞性疾病。
２０１０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将高同型半胱氨

酸作为新的心血管危险因素纳入高血压的危险分层

中。 本研究证实，高 Ｈｃｙ 是独立于年龄、血压、血
糖、血脂等传统危险因素之外的 ｂａｐｗｖ 主要影响因

素，与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病变密切相关，在高血压人

群中进行 Ｈｃｙ 的检测，有助于早期发现动脉粥样硬

化，为心血管疾病的早期防治提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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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肾损伤
风险因素的分析

张仁腾　 王辉山　 姜 辉　 罗 欣　 陈朝晖　 刘 彤

　 　 ［摘要］ 　 目的： 探讨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移植术（ＯＰＣＡＢＧ）术后急性肾损伤（ＡＫＩ）的风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１ ０５０ 例 ＯＰＣＡＢＧ 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术后

肾功能状况，分为 ＡＫＩ 组 １３９ 例 （１３ ２％ ）和对照组，比较两组围术期相关因素的差异，应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ＯＰＣＡＢＧ 术后 ＡＫＩ 的风险因素。 结果：高龄、代谢综合征、陈旧性心肌梗死、急诊手术、明显外周

血管粥样狭窄、左心室低射血分数（３５％ ～４０％ ）患者的比例，ＡＫＩ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前 Ｃ 反应蛋白

（ＣＲＰ）、胱抑素 Ｃ 水平，ＡＫＩ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冠状动脉造影与外科手术的时间间隔，ＡＫＩ 组明显短于

于对照组；术前规律应用他汀药物患者比例，ＡＫＩ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术中心血管活性药物（去甲肾上腺

素和肾上腺素）用量、术中目标冠状动脉吻合总时间，ＡＫＩ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术中因冠状动脉弥散狭窄

无法完全再血管化、术中及术后主动脉内球囊反搏（ＩＡＢＰ）、术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比例、平均呼吸机辅

助时间，ＡＫＩ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后液体补给容量，ＡＫＩ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因素回归分析

显示，高龄（ＯＲ ＝ ２ ５５；９５％ＣＩ：１ ３４ ～ ４ ４５；Ｐ ＜ ０ ０１）、代谢综合征（ＯＲ ＝ ２ ３５；９５％ＣＩ：１ ４２ ～ ４ ７６；Ｐ ＜
０ ０１）、术前高 ＣＲＰ 水平（ＯＲ ＝ ２ ２４；９５％ ＣＩ：１ ３１ ～ ４ ４６；Ｐ ＝ ０ ０１）、术前高胱抑素 Ｃ 水平（ＯＲ ＝ ２ ５４；
９５％ＣＩ：２ １１ ～ ５ ３６；Ｐ ＜ ０ ０１）、急诊手术（ＯＲ ＝ ３ ２３；９５％ＣＩ：２ ２２ ～ ６ ７６；Ｐ ＜ ０ ０１）、明显外周血管粥样

狭窄（ＯＲ ＝ １ ６７；９５％ＣＩ：１ ２１ ～ ４ ０６；Ｐ ＝ ０ ０４）、左心室低射血分数（ＯＲ ＝ ４ １２；９５％ ＣＩ：２ ２６ ～ ７ ７６；Ｐ
＜ ０ ０１）、术前短时间冠状动脉造影（ＯＲ ＝ １ ７５；９５％ＣＩ：１ ３４ ～ ３ ７６；Ｐ ＝ ０ ０３）、术前未规律应用他汀药

物（ＯＲ ＝ １ ８１；９５％ＣＩ：１ ３７ ～ ３ ９６；Ｐ ＝ ０ ０３）、无法完全再血管化（ＯＲ ＝ ３ ０５；９５％ ＣＩ：２ ２１ ～ ５ ３９；Ｐ ＜
０ ０１）、术后急性心肌梗死（ＯＲ ＝ ４ １２；９５％ ＣＩ：３ ５４ ～ ８ ０９；Ｐ ＜ ０ ０１）、术中及术后 ＩＡＢＰ 辅助（ＯＲ ＝
３ ２３；９５％ＣＩ：２ ３４ ～ ６ １９；Ｐ ＜ ０ ０１）为术后肾损伤的风险因素。 结论： 术前对比剂等肾毒性物质加重肾

脏负担，他汀类药物一定程度提供保护作用；高龄、术前较差的机体代谢状况、慢性肾功能受损，预示肾

功能储备下降；术前应激状态、术中心肌供血改善不足、围术期低下的心肌收缩状态，加重了肾脏损害或

导致肾脏损害难以恢复。
［关键词］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非体外循环；肾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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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Ｒｅ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急性肾损伤 （ ＡＫＩ） 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ＣＡＢＧ）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可增加患者住院时间、
ＩＣＵ 滞留时间，及血液透析、持续肾衰竭或死亡的风

险［１⁃３］。 急性肾损伤可危害 ＣＡＢＧ 的结局；另一方

面，高危患者也增加了术后 ＡＫＩ 的风险。 根据 Ａ⁃
ＫＩＮ（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分级，ＣＡＢＧ 术后

ＡＫＩ 发生率被报道从 ７ ６％ ～ ４８ ５％ 不等。 尽管避

免体外循环可减少非波动血流及体外循环炎症反应

对肾脏的损害，但是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ＯＰＣＡＢＧ）时，搬动或压迫心脏造成对血流动力学

特殊的负面影响，易致循环崩塌，对肾脏血流灌注产

生明显损害。 未有确切证据表明 ＯＰＣＡＢＧ 明显减

少肾脏损伤［４］。 了解 ＯＰＣＡＢＧ 肾损伤的风险因素，
有利于及早发现并避免肾损伤进一步恶化。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收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沈阳军区总医院心外科，因 ３ 支冠状动脉严重狭窄

或伴左主干病变，行 ＯＰＣＡＢＧ 患者的围术期临床资

料。 患者除外标准：合并室壁瘤、明显瓣膜病变；二
次手术；术前肾衰竭，血肌酐清除率 ＜ ３０ｍＬ ／ ｍｉｎ 或

肾脏透析治疗；术后当日或次日死亡者；术中转为体

外循环 ＣＡＢＧ 者；术前心源性休克或低左心室射血

分数（ＬＶＥＦ ＜０ ３５）患者。 入选患者共 １ ０５０ 例，男
性 ６５１ 例，女性 ３９９ 例。

２． 研究方法 　 （１）术后 ＡＫＩ 诊断标准 　 根据

ＡＫＩＮ 分级，术后 ＡＫＩ 诊断标准：术后 ４８ｈ 内血清肌

酐上升≥２６ ５ｕｍｏｌ ／ Ｌ，或者血清肌酐≥基础值的

１ ５ 倍，或者尿量减少（ ＜ ０ ５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超过

６ｈ。 （２）分组 根据术后是否发生 ＡＫＩ，将患者分成

对照组和 ＡＫＩ 组。 对照组患者 ９１１ 例；ＡＫＩ 组患者

１３９ 例。 （３）手术方法及围术期策略 ① 术前调整：
所有患者术前完善必要检查，针对不同情况给予必

要调整，心绞痛或心功能常规调整不满意的情况下，
应用 ＩＡＢＰ 等辅助或急诊手术。 ②手术方法：呼吸

机辅助呼吸及全身麻醉下，采用胸骨正中切口入胸，
直视下获取桥血管（乳内动脉、桡动脉、大隐静脉）。
以 Ｏｃｔｏｐｕｓ ＩＶ 固定器作为心脏局部固定装置。 手术

过程通过容量补给、调节体位、心血管活性药物（去
甲肾上腺素或肾上腺素） 应用、调节麻醉深度或

ＩＡＢＰ 辅助保持循环状况稳定。 ③术后处理：返回监

护室后给予持续心电监护及机械辅助通气。 术后在

保持血容量或小剂量多巴胺（或去甲肾上腺素）应

用情况下，循环状况仍不稳定，应用 ＩＡＢＰ 辅助。 术

后有明显的 ＳＴ 段改变、确切心绞痛症状、心肌酶谱

明显改变， 三者出现两项或其中一项合并心源性休

克，认为有新发的心肌缺血或心肌梗死。 停止机械

辅助通气指征：意识清楚、肌力恢复、循环状况稳定、
自主呼吸满意、引流量不多。

３． 统计学方法：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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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 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ｔ 检验等分析方法分析

两组间不同指标的差异。 对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
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确定影响术后肾损伤的

独立风险因素。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一般临床资料及 ＡＫＩ 发生率 　 患者移植桥

血管平均 （ ３ ２ ± １ ５ ） 支。 围术期死亡 １５ 例

（１ ４％ ），死亡原因分别为低心排出量综合征（低心

排）３ 例，急性心肌梗死 ３ 例，脑梗死 ５ 例，呼吸道感

染 ４ 例。 存活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平均（９ ６ ± ４ ７）
ｄ。 符合 ＡＫＩ 诊断标准者 １３９ 例（１３ ２％ ），急性肾

衰竭需肾透析患者 ４ 例（０ ３８％ ）。
２． 两组围术期指标比较 　 高龄、代谢综合征、

陈旧性心肌梗死、急诊手术、明显外周血管粥样狭

窄及左心室低射血分数（３５％ ～ ４０％ ）患者的比

例，ＡＫＩ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前 Ｃ 反应蛋白

（ＣＲＰ）、胱抑素 Ｃ 水平，ＡＫＩ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冠状动脉造影与外科手术的时间间隔，ＡＫＩ 组明显

短于于对照组；术前规律应用他汀药物患者比例，
ＡＫＩ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术中心血管活性药物（去
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用量、术中目标冠状动脉

吻合总时间，ＡＫＩ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术中因冠状

动脉弥散狭窄无法完全再血管化、术中及术后主

动脉内球囊反搏（ ＩＡＢＰ）、术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比例、平均呼吸机辅助时间，ＡＫＩ 组明显高于对照

组；术后液体补给容量，ＡＫＩ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其余指标无明显差异（表 １）。

３．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结果 　 将单因素分析

Ｐ ＜ ０ ０５ 的指标（高龄、代谢综合征、陈旧性心肌

梗死、 急 诊 手 术、 明 显 外 周 血 管 粥 样 狭 窄、 低

ＬＶＥＦ、术前 ＣＲＰ 浓度、术前胱抑素 Ｃ 浓度、术前短

时间内冠状动脉造影、术前未规律应用他汀、术中

心血管活性药物用量、目标冠状动脉吻合总时间、
无法完全再血管化、术中及术后 ＩＡＢＰ 辅助、术后

急性心肌梗死、呼吸机辅助时间及术后容量补给）
作为自变量，术后 ＡＫＩ 作为因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

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代谢综合征、术前高

ＣＲＰ、术前高胱抑素 Ｃ、急诊手术、明显外周血管粥

样狭窄、低 ＬＶＥＦ、术前短时间冠状动脉造影、术前

未规律应用他汀、无法完全再血管化、术后急性心

肌梗死及术中及术后 ＩＡＢＰ 辅助为术后急性肾损

伤的风险因素（表 ２）。

表 １　 两组患者围术期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ｘ ± ｓ，ｎ（％ ）］

围术期指标
对照组

（ｎ ＝９１１）
ＡＫＩ 组

（ｎ ＝１３９）
Ｐ 值

高龄（≥７０ 岁） ９６（１０ ５） ２８（２０ １） ０ ０３
女性 ３１９（３５ ０） ５６（４０ ３） ０ ６５
代谢综合征ａ １８２（２０ ０） ４９（３５ ３） ０ ０３
左主干狭窄（≥５０％ ） ２２８（２５ ０） ４０（２８ ７） ０ ７２
陈旧性心肌梗死 ２６０（２８ ５） ５８（４１ ７） ０ ０５
ＬＶＥＦ（０ ３５ ～ ０ ４０） ５１（５ ６） １５（１０ ８） ０ ０２
陈旧性脑梗死 １３８（１５ １） ２４（１７ ３） ０ ５５
陈旧性肺病 ２３３（２５ ６） ４０（２８ ８） ０ ７５
急诊手术ｂ ４１（４ ５） １６（１１ ５） ０ ０３
明显外周动脉狭窄ｃ １６０（１７ ６） ４４（３１ ７） ０ ０４
术前 ＣＲＰ 浓度（≥３ ｍｇ ／ Ｌ） １９０（２０ ９） ５６（４０ １） ０ ０３
术前胱抑素 Ｃ 浓度（≥１ ０４ ｍｇ ／ Ｌ） ２９３（３２ ２） ６４（４６ ０） ０ ０３
术前 ７２ｈ 内冠状动脉造影 ６４（７ ０） ２０（１４ ４） ０ ０３
术前未规律应用他汀 ４０１（４４ ０） １０４（７４ ８） ０ ０２
手术时间 ／ ｈ ３ ５ ± ０ ８ ３ ６ ± ０ ７ ０ ７８
术中心血管药物ｄ用量 ／ ｍｇ ０ ０６ ± ０ ０３ ０ １２ ± ０ ０７ ０ ０４
目标冠状动脉吻合总时间 ／ ｍｉｎ ２３ １ ± ５ ４ ３３ ５ ± １０ ７ ０ ０４
无法完全再血管化 ８５（９ ３） ２９（２０ ９） ０ ０３
术中或术后 ＩＡＢＰ 辅助 ４５（４ ９） １６（１１ ５） ０ ０３
术后急性心肌梗死 １８（２ ０） ６（４ ３） ０ ０３
呼吸机辅助时间 ／ ｈ ５ ５ ± ３ ６ ８ ６ ± ４ ６ ０ ０４
术后每日液体入量 ／ ｍＬ ２４００ ± ５５０ １９５０ ± ３９０ ０ ０４
围术期死亡 １０（１ １） ５（３ ６） ＜ ０ ０１

注：ａ：具有高血压、高血糖、超重、血脂紊乱其中三项或以上者；ｂ：因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或心功能不全，常规方法不能缓解：ｃ：术前外周超声显示双侧颈动

脉及股动脉两处以上狭窄≥５０％者；ｄ：为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用量之和

表 ２　 ＯＰＣＡＢＧ 术后 ＡＫＩ 危险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ＯＲ ９５％ ＣＩ Ｐ 值

高龄 ２ ５５ １ ３４ ～ ４ ４５ ＜ ０ ０１
代谢综合征 ２ ３５ １ ４２ ～ ４ ７６ ＜ ０ ０１
陈旧性心肌梗死 １ １２ ０ ５２ ～ １ ７６ ０ ２５
急诊手术 ３ ２３ ２ ２２ ～ ６ ７６ ＜ ０ ０１
低 ＬＶＥＦ ４ １２ ２ ２６ ～ ７ ７６ ＜ ０ ０１
明显外周动脉狭窄 １ ６７ １ ２１ ～ ４ ０６ ０ ０４
术前高 ＣＲＰ ２ ２４ １ ３１ ～ ４ ４６ ０ ０１
术前高胱抑素 Ｃ ２ ５４ ２ １１ ～ ５ ３６ ＜ ０ ０１
术前短期冠状动脉造影 １ ７５ １ ３４ ～ ３ ７６ ０ ０３
术前未规律应用他汀 １ ８１ １ ３７ ～ ３ ９６ ０ ０３
术中高血管活性药物用量（≥０ １ｍｇ） １ ２０ ０ ５７ ～ １ ８６ ０ １７
目标冠状动脉吻合时间 １ １５ ０ ４３ ～ １ ６６ ０ ３８
无法完全再血管化 ３ ０５ ２ ２１ ～ ５ ３９ ＜ ０ ０１
术中及术后 ＩＡＢＰ 辅助 ３ ２３ ２ ３４ ～ ６ １９ ＜ ０ ０１
术后急性心肌梗死 ４ １２ ３ ５４ ～ ８ ０９ ＜ ０ ０１
呼吸机辅助时间 １ ０５ ０ ４１ ～ １ ５２ ０ ６５
术后每日容量补给 １ ０３ ０ ３７ ～ １ ５８ ０ ６８

讨　 论

虽然 ＯＰＣＡＢＧ 避免了体外循环非波动血流及

体外循环相关炎症反应对肾脏的损害，但手术过程

中搬动或压迫心脏可能对血流动力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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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对于常规 ＣＡＢＧ 要求较高的操作技巧，是
ＯＰＣＡＢＧ 带来的特殊挑战。 两种手术方式对脏器的

影响可能有共性，也各有独特的方面。 未有确切证

据表明 ＯＰＣＡＢＧ 明显减少肾脏损伤。 了解 ＯＰ⁃
ＣＡＢＧ 肾损伤的风险因素，有利于及早发现并避免

肾损伤及恶化。
本研究显示高龄、以“三高”及超重为特征的代

谢综合征、明显外周血管粥样狭窄是 ＯＰＣＡＢＧ 术后

ＡＫＩ 的独立风险因素［５⁃６］。 这可能与常规 ＣＡＢＧ 有

相通之处，亦与大多文献结论吻合。 反映了高龄及

全身性基础病变导致肾脏耐受力下降，使肾脏在承

受刺激时表现明显的储备不足。 明显的血管病变也

可能导致术中微栓肾动脉栓塞几率增加。
传统习惯把尿素氮、肌酐作为常规肾功能的检

测项目，但因肾脏的代偿能力，在肾小球受损早期，
血中尿素氮、肌酐仍可维持在正常水平。 循环中的

胱抑素 Ｃ 仅经肾小球滤过而被清除，其血中浓度由

肾小球滤过决定，较少受外来因素（如性别、年龄、
饮食及炎症等）影响，可更敏感反应肾小球滤过率。
Ｓｅｕｎｇ 等对比了术前不同胱抑素 Ｃ 水平对 ＯＰＣＡＢＧ
围术期及近中期临床事件的影响。 发现胱抑素 Ｃ
较肌酐更具肾功能障碍的预测价值，其术前水平与

ＯＰＣＡＢＧ 中期结果直接相关［７⁃８］。 本研究证实术前

高胱抑素 Ｃ 水平是术后肾损伤的独立风险因素。
术前高胱抑素 Ｃ 反应了受损的肾小球滤过率或慢

性肾功能不全，暗示削弱的肾脏储备功能［９］。
ＯＰＣＡＢＧ 围术期肾脏损伤，常见可能来源于四

大因素：围术期肾毒性物质、围术期炎症反应、术中

微栓栓塞、术中低灌注。
许多文献指出对比剂可引起肾脏损伤［１０］，并导

致 ＣＡＢＧ 术后肾功能下降。 本研究显示术前短时间

内对比剂应用是术后肾损伤的独立风险因素。 与之

相对应，术前他汀药物的规律应用，可能降低术后肾

损伤的风险。 他汀药物的保护作用有赖于其对抗炎

症反应、稳定斑块、改善代谢的综合作用［１１⁃１２］。 文

献证实他汀亦有缓解对比剂等肾毒性物质损伤的

作用。
传统观点认为 ＣＲＰ 是一种非特异的炎症标志

物，在机体炎症反应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近年

研究揭示 ＣＲＰ 直接参与和促进了动脉粥样硬化的

炎症反应，高 ＣＲＰ 反映了心脏及肌体的炎症应激状

态，这可能促进了术后炎症反应的发展［１３⁃１５］。 本研

究表明高 ＣＲＰ 是术后肾损伤的独立风险因素。
与常规 ＣＡＢＧ 不同，ＯＰＣＡＢＧ 靶血管吻合过程

对心脏刺激及循环干扰明显，靶血管吻合时心脏压

迫易导致低心排及低血压，为维持足够的血压以保

证心脑等重要脏器供血，必要时需加用心血管活性

药物（如常用肾上腺素或去甲肾上腺素）等。 心血管

活性药物可能增加心肌耗氧及负担，并导致外周动

脉收缩，影响肾脏灌注。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表明，术中较高血管活性药

物用量、目标冠状动脉吻合时间、及围术期容量补给

与术后肾损伤明显相关，可能一定程度说明术中较

高的血管活性药物、心脏受压时间或术后较少的容

量补给，干扰了肾脏灌注。 但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显

示上述因素并非影响肾损伤的独立风险因素。 而围

术期心脏状况不佳或心肌缺血改善欠佳 （如低

ＬＶＥＦ、急诊手术、围术期 ＩＡＢＰ 置入、术后急性心肌

梗死、无法完全再血管化），是导致术后肾损伤的独

立风险因素。 这说明围术期心肌泵功能不佳是导致

术后低灌注肾损伤的根本原因［１６⁃１７］，心源性因素可

能导致肾脏功能难以恢复。
总之，本研究说明，围术期多种因素可能作用于

不同的环节导致肾脏损伤［１８］。 术前肾毒性物质应

用、慢性合并症、高龄预示肾功能储备下降；术前应

激状态及高 ＣＲＰ 预示术后肌体高炎症反应；围术期

泵功能不佳导致的脏器低灌注加重肾脏损害并可能

导致肾脏功能难以恢复。 围术期他汀药物应用有助

于肾功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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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收稿）

·读者·作者·编者·

医学期刊论文中常见统计学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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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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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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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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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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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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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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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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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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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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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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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胸小切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３０ 例分析

郭海平　 凌云鹏　 郭建英　 赵成秀　 郭梅丽　 李延珍　 李 锐　 杨 健　 李忠辉

李 良　 宋华勇

　 　 ［摘要］ 　 目的：探讨左胸小切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ＭＩＤＣＡＢ）的临床效果。 方法：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采用左胸小切口取左乳内动脉（ＬＩＭＡ）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３０ 例。 采用

全麻、 双腔气管插管，平卧位左胸抬高 ３０°，左前外侧第 ４ 或第 ５ 肋切口，用特制牵开器（德国 Ｆｅｈｌｉｎｇ 公

司）牵开肋骨，游离乳内动脉，使用心脏固定器下行冠状动脉吻合。 结果：全组患者无围术期死亡。 术中

出血量 ４０ ～ １５０ｍＬ，平均（８５ ± ３２）ｍＬ。 术后 ２４ｈ 引流量 ０ ～ １ ３２５（２８５ ± ２６２）ｍＬ。 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

４ ～ １７ｈ，平均（９ ５ ± ５ ７）ｈ。 二次开胸 ２ 例。 无切口感染。 ３０ 例随访 ０． ５ ～ １ 年，心绞痛症状消失 ２７
例，明显减轻 ３ 例。 结论：胸部小切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主要适用于心脏前壁冠状动脉尤其是前降支

的再血管化，安全可靠，中期疗效好。 使用特制牵开器行 ＭＩＤＣＡＢ 手术安全可行。
［关键词］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左胸小切口；左乳内动脉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０４⁃２９０⁃０３

Ｌｅｆ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３０ ｃａｓｅｓ　 ＧＵＯ Ｈａｉｐｉｎｇ，ＬＩＮＧ
Ｙｕｎｐｅｎｇ，ＧＵＯ Ｊｉａｎｙｉｎｇ，ＺＨＡＯ Ｃｈｅｎｇｘｉｕ，ＧＵＯ Ｍｅｉｌｉ，ＬＩ Ｙａｎｚｈｅｎ，ＬＩ Ｒｕｉ，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ＬＩ Ｚｈｏｎｇｈｕｉ，ＬＩ Ｌｉａ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ｕａｙ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Ｈａｎｄａｎ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Ｈａｎｄａｎ ０５６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ｆ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３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ＭＩＤＣＡＢ ｖｉａ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ｍｉｎｉ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ｂｅａｔ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ｍｍ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ＬＩＭＡ）．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ｉｎ⁃
ｖａｓｉｖｅ ｐａｒａｓ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ａｓ ｅｍｐｌｙ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ｏｕｂｌｅ⁃ｌｕｍｅｎ ｅｎｄｏ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ｔｕｂｅ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ｕｍｂ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ｅｆｔ ｃｈｅｓｔ ３０°ｒａ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ａ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ｉｎｃｉ⁃
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ｏｒ ｆｉｆｔｈ ｉｎｔｅｒｃｏｓ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ｔｒａｃｔｏｒ ｗａｓ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ｂ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ｂ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ａ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 ｗａｓ ４０⁃１５０（８５ ± ３２）ｍＬ．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 ｗａｓ ０⁃１３２５（２８５ ± ２６２）ｍＬ ｉｎ ２４ｈ．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４⁃１６ （９ ７ ± ５ ２） ｈｏｕｒｓ． ２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ｎｏ ｗｏｕ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０ ５⁃１ｙｅａｒｓ ｉｎ
３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２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ｓ： ＭＩＤＣＡＢ ｖｉａ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ａｒ⁃
ｔｅｒｙ．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ｕｎｄ，ｒａｐｉ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ａ
ｍｉｄ⁃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ＭＩＤＣＡＢ ｖｉａ ｌｅｆｔ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ｏｒａｃｏｔｏｍｙ ｃａｎ ｂ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ｓａｆｅｌ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ｔｒａｃｔ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Ｌｅｆ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Ｌｅｆ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ｍｍ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是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治

疗手段，传统搭桥手术需要正中开胸。 随着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手术非体外技术的逐步成熟，越来越多

的患者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时不需要体外循

环，这就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微创化发展提供

了条件。 国内微创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大多是行

左乳内动脉到前降支的吻合，其开胸方式有多种，最
常见的开胸方式有左胸第四类间和胸骨下段小切口

两种［１］。 我院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开展左胸小切口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手术，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共完成 ３０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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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病例做汇总分析，并对临床结果和经验进行探

讨分析。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本组 ３０ 例，男性 ２５ 例，女性 ５
例。 年龄 ４３ ～ ７６ 岁，平均年龄（ ６３． ４ ± ６． ４）岁。 术

前诊断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 ２９ 例，稳定型心绞痛

１ 例，急性心肌梗死 ６ 例。 心功能分级：Ⅱ级 ９ 例，
Ⅲ级 １２ 例，Ⅳ级 ９ 例。 术前冠状动脉造影：前降支

单支病变 １８ 例，多支病变 １１ 例，左主干病变 １ 例。
左心室射血分数 ０ ３６ ～ ０ ５６，平均（０． ５０ ± ０． １３）。
合并原发性高血压 ２３ 例，２ 型糖尿病 １６ 例，心功能

不全 １９ 例，肾功能不全 １ 例，慢性阻塞性肺病 ３ 例，
缺血性脑卒中 ２ 例，有陈旧性心肌梗死史 ８ 例。

病例选择标准：冠心病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单支

病变或多支病变需要手术治疗者。
２． 手术方法　 左胸骨旁小切口全麻，双腔气管

插管。 平卧位左胸抬高 ３０°。 取左前外侧切口第 ４
或第 ５ 肋间进胸，切口长 ５ ～ ６ ｃｍ。 用特制的牵开

器（德国 Ｆｅｈｌｉｎｇ 公司，国食药监械（进）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１０２７１０）撑开胸腔，单肺通气，特殊拉钩提拉前胸

壁，充分暴露左乳内动脉，长电刀游离乳内动脉，向
上到达第 １ 肋间，向下游离至第 ５ 肋间。 全身肝素

化（１． ０ ｍｇ ／ ｋｇ），离断乳内动脉远端并裁剪吻合口，
所有乳内动脉远端均呈流畅喷血状态。 Ｔ 型切开心

包，心包悬吊固定在胸壁上，调整悬吊高度，使前降

支吻合口部位充分暴露在切口正下方。 用专用小切

口心脏固定器（航天卡迪Ⅱ型固定器）固定 ＬＡＤ 吻

合口部，切开冠状动脉，放置分流栓，７⁃０ｐｒｏｌｅｎｅ 线连

续缝合，行乳内动脉到前降支吻合。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学软件对

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
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

结　 果

１ ３０ 例均采用左胸小切口，术中血流动力学平

稳，无改大切口或体外循环手术。 其中 ６ 例冠状动

脉多支病变的处理均先采用小切口方法行乳内动脉

到前降支搭桥，其他冠状动脉血管采用内科支架处

理的方法。 随访 １ 年，所有患者未发生心绞痛症状。
１ 例术中乳内动脉中远段夹层，去除夹层段乳内动

脉，取大隐静脉与乳内动脉近段正常血管端端吻合，
再行大隐静脉与前降支吻合。 该例患者术后发生前

壁心肌梗死，经强心药物支持后稳定，术后随访 １ 年

心功能良好，未再发生心绞痛症状，因患者拒绝行造

影检查，所以无法明确围术期心肌梗死原因。 １ 例

乳内动脉硬化，放弃使用，于左锁骨下方切口，大隐

静脉近端与左锁骨下动脉吻合，大隐静脉穿胸膜顶

进胸腔后与前降支吻合。 二次开胸的 １ 例患者为完

全肾透析依赖患者，术后当晚出血较多，原切口进胸

止血，发现胸壁广泛渗血。 充分止血后关胸返回监

护室。 给予无肝素连续血液透析治疗 １２ｈ 后再次出

现出血增多，考虑透析管内存在一定量肝素导致引

流增多，再次原切口开胸，发现创面广泛渗血，给予

仔细止血，清除积血块。 术后改腹膜透析后痊愈出

院。 另 １ 例是出院后一周，突然发生胸闷晕厥，经胸

部 Ｘ 线检查后，发现左胸腔上部积血块，压迫左上

肺，后经 ３ 肋间小切口开胸探查，发现积血块形成包

裹，未见出血点，清除血肿后好转。 本次出血考虑为

创面或乳内动脉分支小动脉术中时为电烧止血，术
后在阿司匹林作用下突然出血，形成血肿后压迫出

血点起到了止血作用。 术中出血量 ４０ ～ １５０ｍＬ，平
均（８５ ± ３２）ｍＬ。 术后 ２４ｈ 平均引流量 ２８５ｍＬ。 术

后平均呼吸机辅助时间 ９ ７ｈ（表 １）。
２． 术后随访 ３０ 例术后随访 ０ ５ ～ １ 年，心绞痛

症状消失 ２７ 例，明显减轻 ３ 例，无死亡病例。

表 １　 ３０ 例手术中及术后情况（ｘ ± ｓ，ｎ）

　 项目 数值

手术时间 ／ ｍｉｎ ６０ ± ７
术中出血量 ／ ｍＬ ８５ ± ３２
术后 ２４ｈ 引流量 ／ ｍＬ ２８５ ± ２６２
术后气管插管拔除时间 ／ ｈ ９ ５ ± ５ ７
二次开胸 ２
切口感染 ０

讨　 论

近年来，小切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越来越

多［２⁃３］。 ＬＩＭＡ 与 ＬＡＤ 旁路移植是恢复冠状动脉血

液供应持久而有效的方法， 被认为是冠状动脉再血

管化的金标准［４］，１０ 年通畅率可达 ９５％ 以上。
１９９６ 年，Ｂｅｎｅｔｔｉ 等［５］报道了 ＭＩＤＣＡＢ 的大样本试验

结果，该技术才逐渐开始在国外推广。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ＡＨＡ 年会上，Ｍｅｈｒａｎ 等［６］ 报道了 ＰＯＥＭ 试验的

结果，显示通过造影检查 ＭＩＤＣＡＢ 手术可以获得与

传统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手术相同的 ＬＩ⁃
ＭＡ⁃ＬＡＤ 桥通畅率。 微创胸部小切口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手术既能有效获取乳内动脉并满意地与前降支

吻合， 又能最大可能地减少创伤，使心脏不停跳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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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术进一步微创化［７⁃９］。
本组患者均采用左剖胸小切口，优点是切口小

（５ ～ ６ｃｍ），避免损伤胸骨，术后恢复快的优点。 本

组病例采用德国 Ｆｅｈｌｉｎｇ 公司生产的胸壁牵开系统，
可以牵开左前胸壁，充分暴露左乳内动脉走形区域，
可以取到乳内动脉根部。 本组病例中有 １ 例患者术

中乳内动脉中远段损伤，采用大隐静脉端端吻合乳

内动脉后完成手术，术后并发前壁心肌梗死。 考虑

乳内动脉血管与大隐静脉血管直径不匹配有关。 因

此应尽量避免使用该补救方法。 如遇乳内动脉损伤

可以采用锁骨下动脉处切口，大隐静脉与左锁骨下

动脉吻合，然后再穿胸膜顶后与左乳内动脉吻合。
因本组病例术后 ２４ｈ 引流量偏多原因可能与该病例

中有一位肾透析依赖患者术后出血量明显增多有

关。 如果去掉该病例，术后 ２４ｈ 引流量会大大下降。
术后平均出血量增多也与术中电凝处理乳内动脉细

小分支有关，提示我们对于较细小乳内动脉分支也

应采用银夹夹闭。 术后气管插管拔除时间也较常规

手术时间短。 术后无切口感染发生。 排除个别特殊

情况后，我们认为，经左胸小切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手术具有损伤小、恢复快、术后出血少等优点。 尤其

对于老年体弱患者，采用杂交手术治疗的方法不失

为一种可供临床选择的方法。 缺点是一旦乳内动脉

损伤，会增加手术难度。
总体来讲，我们认为，左胸小切口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主要适用于心脏前壁冠状动脉尤其是前降支

的再血管化，安全可靠，中期疗效好。 借助专用牵开

系统行左胸小切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安全可

行，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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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诊断性
治疗的临床研究

景小勇　 杨学勇　 苏俊武　 刘承虎　 陈 哲　 顾 虹　 刘迎龙

　 　 ［摘要］ 　 目的：评估诊断性治疗在选择伴艾森门格综合征的左向右分流型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
外科根治手术的临床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行手术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

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患者 ３２ 例（男性 ８ 例，女性 ２４ 例）。 年龄 ９ ～ ５２ 岁，中位年龄 ２３ 岁，体质量 ２５ ～
６０ｋｇ，平均 （４５ ９ ± １０）ｋｇ，其中房间隔缺损 ８ 例，室间隔缺损 １８ 例，部分型心内膜垫缺损 ２ 例，单纯动脉

导管未闭 ２ 例，动脉导管未闭合并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各 １ 例。 首诊时经皮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８６％
～９４％ ，平均（９１ ５ ± ２ ２）％ 。 均予强心利尿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西地那非或波生坦等选择性降低肺动

脉压靶向药物 ８ 周到 ２４ 周，行右心导管检查后在全麻体外循环下行外科手术根治，术中放置 ４ ／ ５＃Ｓｗａｎ⁃
Ｇａｎｚ 漂浮导管监测术中及术后肺动脉压。 术后残余肺动脉高压患者继续给予降低肺动脉压力药物治

疗。 术后 １ 个月、３ 个月、６ 个月及以后每年超声心动图检查随访。 结果：患者经药物靶向治疗后 ＳｐＯ２均

＞ ９５％ ，平均（９７ ± １ ７）％ ，术前右心导管检查肺动脉平均压（ｍＰＡＰ）４７ ～ ９３ｍｍＨｇ，平均［（７５ ± １３）ｍｍ⁃
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肺血管阻力指数（ＰＶＲＩ）平均（１０ ２ ± ３ １） Ｗｏｏｄ ｕｎｉｔ·ｍ － ２ （４ ６ ～ １５ ３），肺循

环血流量与体循环血流量比值（Ｑｐ ／ Ｑｓ）１ ３０ ～ ２ ９８，平均（１ ８４ ± ０ ４４）；导管检查中行急性肺血管扩张

实验阳性 ３１ 例，阴性 １ 例。 术后随访 ６ 个月 ～４ 年，全组术后至随诊无一例死亡，无远期并发症。 结论：本
组病例提示，诊断性靶向药物治疗作为慢性肺血管扩张实验，为错过良好手术时机的艾森门格综合征前期

患者提供了可能根治的机会。 术后残余肺动脉高压患者继续降低肺动脉压力药物治疗仍有一定疗效。
［关键词］ 　 先天性心脏病； 肺动脉高压； 诊断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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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肺动脉高压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Ｈ）是左向右分流肺血流增多型先天性心脏病

（先心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以肺动脉压力、肺血管

阻力进行性升高，最终导致右心功能衰竭为主要特

征。 肺血管病变将随病程进展，出现双向分流至右

向左分流而称为艾森曼格综合征 ［１］。 临床上对于

氧饱和度低，肺血尚没有明显减少，心内分流为双向

分流的艾森曼格综合征前期的患者是否可行根治手

术，一直存在争议。 本研究采用诊断性治疗加根治

性手术，治疗艾森曼格综合征前期患者 ３２ 例，术后

效果随访良好，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安贞医院小儿心脏科合并重度肺高压的左

向右分流型先心病患者经诊断治疗后，认为可能具

有手术指征的病例，完善心导管检查并行外科根治

手术。 共 ３２ 例，其中男性 ８ 例，女性 ２４ 例。 年龄 ９
～ ５２ 岁，中位年龄 ２３ 岁。 体质量 ２５ ～ ６０ｋｇ，平均

（４６ ± １０）ｋｇ。 其中房间隔缺损 ８ 例，室间隔缺损 １８
例，部分型心内膜垫缺损 ２ 例，单纯动脉导管未闭 ２
例，动脉导管未闭合并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各 １
例。 初诊时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心内分流均为双向

分流，胸 Ｘ 线片提示肺血轻度增多者 １５ 例，肺血大

致正常 １６ 例，肺血轻度减少 １ 例。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

级 ＩＩ 级 ２５ 例，ＩＩＩ 级 ７ 例。 患者均有活动后发绀，安
静休息 １０ｍｉｎ 以后测量 ＳｐＯ２ ８６％ ～ ９４％ ，平均

（９１ ５ ± ２ ２）％ 。
２． 研究方法：（１）入组标准：左向右分流型先心

病，经超声心动图三尖瓣反流法估测肺动脉收缩压

≥７０ｍｍＨｇ，ＳｐＯ２ ＜ ９５％ 。
（２）诊断性治疗方法：本组患者初诊后均在常

规强心利尿等基础上，口服西地那非（２ ５ｍｇ·ｋｇ － １

·ｄ － １）或波生坦（２０ ～ ４０ｋｇ，６２ ５ｍｇ ／ ｄ， ＞ ４０ｋｇ，４ 周

内 １２５ｍｇ ／ ｄ，４ 周以后 ２５０ｍｇ ／ ｄ）。 疗程 ８ ～ ２４ 周，每
月复查静息状态下 ＳｐＯ２。

（３）外科手术选择及术后治疗随诊：满足以下

指标的患者完成心导管检查及急性肺血管扩张实验

后，行外科手术治疗，术后肺动脉压未降至正常者继

续靶向药物治疗，１ 个 月、３ 个月、６ 个月及以后每年

随诊。 主要指标①患者 ＳｐＯ２ 在安静不吸氧状态下

９５％以上，②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 Ｉ⁃ＩＩ 级。 次要指标

①体征上杂音出现或较前增强②复查胸 Ｘ 线片提

示肺血较前增多，③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为双向分

流以左向右分流为主，④左心室射血分数正常。
（４）心导管检查：入选患者均在局麻下，平卧

位，保持平静呼吸，经右侧股静脉穿刺，获取上腔静

脉、下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肺动脉压力及血氧饱

和度和肺小动脉楔压（ＰＡＷＰ）。 经右股动脉穿刺，
获取降主动脉及升主动脉的压力和血氧饱和度。 应

用 Ｆｉｃｋ 法计算肺循环血流量（Ｑｐ），体循环血流量

（Ｑｓ），肺小动脉指数（ＰＶＲＩ）。 后行急性肺扩张实

验：给予伊洛前列腺素 （ ＰＧＩ２ ） ２０μｇ 加入 １ ｍＬ
０ ９％氯化钠液，使用雾化装置雾化后经面罩吸入至

药液殆尽（约 １５ ｍｉｎ）。 吸药的同时连续监测 ＰＡＰ、
ＳＡＰ、ＳｐＯ２，记录 ＰＡＰ 最大下降幅度。 停止吸药后

１０ ｍｉｎ 重复心导管检查。 以吸入伊洛前列素后体循

环压力不变情况下，ＰＶＲＩ 降低≥２０％作为肺血管反

应阳性标准。
３． 手术方法及围术期处理：全麻体外循环下行

根治性手术，入手术室后均经颈内静脉置入 ４ ／ ５ ＃
Ｓｗａｎ⁃Ｇａｎｚ 漂浮导管及桡动脉测压管。 经胸部正中

切口，静吸复合麻醉气管插管低温体外循环下施根

治手术，不保留心内分流。 心肺转流辅助后，经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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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注入鱼精蛋白中和肝素。 术后早期给予充分镇

静，术后残余中重度肺动脉高压患者，呼吸机辅助下

一氧化氮 １０ ～ ２０ 次 ／ ｍｉｎ 吸入。 术后至拔除气管插

管后 １ｈ，经 Ｓｗａｎ—Ｇａｎｚ 导管及桡动脉测压管连续

测定肺动脉压力、心输出量并记录当时动脉血压。
根据术后漂浮导管监测 ｍＰＡＰ 值对患者 ＰＨ 程度进

行分级：轻度 ２６ ～ ４０ ｍｍＨｇ；中度 ４０ ～ ５５ ｍｍＨｇ；重
度 ＞ ５５ ｍｍＨｇ ［２］。

４． 统计学方法：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 计量资料均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符合正态

分布的数据进行配对 ｔ 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用秩

和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１　 术后肺动脉高压程度分组的急性肺血管扩张实验前后比较（ｘ ± ｓ）

组别
ＰＶＲＩ ／ （Ｗｏｏｄ·ｕｎｉｔ － １·ｍ － ２） Ｑｐ ／ Ｑｓ Ｐｐ ／ Ｐｓ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压力正常组（ｎ ＝ ６） ６ ５ ± ３ ２ ４ ６ ± ２ ７＊ ２ １ ± ０ ３３ ２ ５ ± ０ ４４＊ ０ ８９ ± ０ １５ ０ ９１ ± ０ １２
轻度高压组（ｎ ＝ １４） ９ ３ ± ３ １ ６ ９ ± ３ ８＊ １ ８ ± ０ １５ ２ １ ± ０ ３７＊ ０ ９１ ± ０ １１ ０ ９ ± ０ １３
中度高压组（ｎ ＝ １２） １２ ３ ± ３ ４ ８ ５ ± ３ １＊ １ ５ ± ０ ０９ １ ８ ± ０ ４５＊ ０ ９０ ± ０ １３ ０ ８９ ± ０ １５

注：与实验前比较，＊Ｐ ＜ ０ ０５；Ｑｐ ／ Ｑｓ 为肺循环体循环血流量比，Ｐｐ ／ Ｐｓ 为肺循环体循环压力比

表 ２　 肺动脉压术后随访结果（ｘ ± ｓ）

组别
ｍＰＡＰ ／ （ｍｍＨｇ） ｓＰＡＰ ／ （ｍｍＨｇ）

术前 术后 ６ｈ 术后 １ 个月 术后 ３ 个月 术后 ６ 个月

术后肺动脉压正常组（ｎ ＝ ６） ６５ ３ ± ９ ５ ２４ ± １ ４＊ ３２ １ ± ３ ５ ３０ ２ ± ３ ２ ２９ ５ ± ２ ５
术后轻度肺动脉高压组（ｎ ＝ １４） ７２ ２ ± １１ ４ ３３ ２ ± ４ ２＊ ４３ ８ ± ４ ３ ４２ ６ ± ４ １ ４０ １ ± ３ １
术后中度肺动脉高压组（ｎ ＝ １２） ８３ ５ ± １３ ６ ４４ ８ ± ４ ５＊ ５３ ５ ± ５ ４ ４９ ８ ± ５ ５ ４５ ６ ± ４ ７▲

注：与术前比较，＊Ｐ ＜ ０ ０５；与术后 １ 个月比较，▲Ｐ ＜ ０ ０５

结　 果

１． 本组 ３２ 例患者经过诊断性治疗，ＳｐＯ２ 由治

疗前的 ８６％ ～ ９４％ ，平均（９１ ５ ± ２ ２）％ 上升至治

疗后 ９５ ～ ９９％ ，平均（９７ ± １ ７）％ 。 活动耐量好转，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均达到 Ｉ⁃ＩＩ 级。 超声心动图检查

提示心内分流为双向分流以左向右分流为主。 右心

导管测 ｍＰＡＰ ４７ ～ ９３（７５ ± １３）ｍｍＨｇ；ＰＶＲＩ ４ ６ ～
１５ ３（１０ ２ ± ３ １）ｗｏｏｄ·ｕｎｉｔ － １·ｍ － ２。 Ｑｐ ／ Ｑｓ 为 １ ３０
～ ２ ９８（１ ８４ ± ０ ４４）。 急性肺血管扩张实验阳性

３１ 例，阴性 １ 例，实验后 ＰＶＲＩ３ ７ ～ １１ ３ （７ ４ ±
２ ５）ｗｏｏｄ·ｕｎｉｔ － １·ｍ － ２，均低于 １２ ｗｏｏｄ·ｕｎｉｔ － １·ｍ － ２；
Ｑｐ ／ Ｑｓ 为 １ ６６ ～ ３ ９８（２ ０ ± ０ ３９）；Ｐｐ ／ Ｐｓ 为 ０ ７５
～ １ ０１（０ ９０ ± ０ １５）。

２． 全组患者无围术期死亡，２ 例术后出现肺高

压危象，平均机械通气时间为（１ １ ± Ｏ． ７）ｄ，监护室

入住时间（２ ７ ± １． ２）ｄ。 Ｓｗａｎ—Ｇａｎｚ 导管监测显示

术后即刻肺动脉压力正常 ６ 例，术前 ｍＰＡＰ 为（６５ ３
± ９ ５）ｍｍＨｇ，基础 ＰＶＲＩ 为（６ ５ ± ３ ２） ｗｏｏｄ·ｕ⁃

ｎｉｔ － １·ｍ － ２，Ｑｐ ／ Ｑｓ 为（２ １ ± ０ ３３）；术后肺动脉压力

轻度升高 １４ 例，术前 ｍＰＡＰ 为（７２ ２ ± １１ ４） ｍｍ⁃
Ｈｇ，基础 ＰＶＲＩ 为（９ ３ ± ３ １）ｗｏｏｄ·ｕｎｉｔ － １·ｍ － ２，Ｑｐ ／
Ｑｓ 为（１ ８ ± ０ １５）；术后肺动脉压中度升高 １１ 例，
术前 ｍＰＡＰ 为（８３ ５ ± １３ ６） ｍｍＨｇ，基础 ＰＶＲＩ 为

（１２ ３ ± ３ ４） ｗｏｏｄ·ｕｎｉｔ － １·ｍ － ２，Ｑｐ ／ Ｑｓ 为 （１ ５ ±
０ ０９）；分组心导管结果见表 １。

３． 术后返 ＩＣＵ 时残存重度肺动脉高压患者 １
例，为急性肺血管扩张试验阴性患者，３７ 岁女性，
ＶＳＤ，术前 ｍＰＡＰ 为 ６６ ｍｍＨｇ，Ｑｐ ／ Ｑｓ 为 １ ７，吸药后

ＰＶＲＩ 由 １１． １ ｗｏｏｄ·ｕｎｉｔ － １·ｍ － ２ 降至 １０ ４ ｗｏｏｄ·ｕ⁃
ｎｉｔ － １·ｍ － ２。 术后给予充分镇静，ＮＯ 吸入，呼吸机辅

助 ５０ｈ，拔除气管插管后安静状态下 ｍＰＡＰ 降至

５２ｍｍＨｇ，纳入术后肺动脉压中度增高组。
４． 术后随访 ６ ～ ４８ 个月，定期行超声心动检查

根据三尖瓣反流法测量肺动脉收缩压（ｓＰＡＰ），结果

见表 ２。 对于残余肺动脉高压患者继续给予靶向药

物治疗至再次复查肺动脉压正常。 最后一次随访时

患者无一例死亡，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 Ｉ⁃ＩＩ 级。 返

ＩＣＵ 时残余重度肺高压患者 １ 例继续波生坦治疗，
术后两年复查超声心动图，已降至轻度肺动脉高压。

讨　 论

肺动脉高压是左向右分流型先心病最常见的并

发症，如果早期未及时手术干预，随着年龄的增大，
肺动脉会发生梗阻性病变，失去手术时机。 １９５８
年，Ｈｅａｔｈ 和 Ｅｄｗａｒｄｓ［３］ 根据肺血管病变发生顺序，
将其分为 ６ 级，Ⅰ级肺小动脉中层增厚，Ⅱ级伴细胞

内膜性增生，Ⅲ级肺小动脉内膜纤维化伴肺小动脉

阻塞性病变，Ⅳ级出现丛样病变，Ⅴ级出现肺动脉扩

张等病变，Ⅵ级出现坏死性肺动脉炎。 一般认为，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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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病变Ⅰ ～ Ⅱ级属可逆性病变， Ⅲ级为临界状

态， Ⅳ ～Ⅵ级均属不可逆病变，出现丛样病变，为手

术禁忌症。
临床上艾森曼格综合征前期一般对应于病理Ⅲ

级，但因为临界状态的病变情况复杂，难以评估，所
以对于艾森门格综合征前期的手术指征，尚存争议。
国外有研究报道 ＰＶＲＩ ＞ ６ ｗｏｏｄ·ｕｎｉｔ － １·ｍ － ２，且急性

肺血管扩张实验阴性，不建议进行手术治疗［４］。
随着分子细胞水平肺动脉高压发生机制的研究

取得的重大进展，三类靶向药物开创了肺动脉高压

治疗的新时代：第一类为通过 ＮＯ 途径的药物如 ５⁃
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西地那非）；第二类为前列环素

途径的药物如前列环素（万他维）；第三类为内皮受

体拮抗剂（如波生坦）。 此类相继应用于临床，有效

降低了肺动脉压力和肺血管阻力。 有报道采用肺动

脉高压靶向治疗可有效降低肺动脉压力和肺血管阻

力，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使以往认为有不可逆肺血管

病变的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得到根治［５］。
为了对左向右分流先心病重度肺动脉高压临界

病变患者的根治手术条件做出准确评价，我们根据

文献资料以及以往的临床经验，提出了诊断性治疗⁃
手术修复治疗策略。 即在应用强心利尿常规治疗基

础上，加用肺动脉高压靶向药物治疗。 在改善心功

能的基础上降低肺动脉压，改善氧合。 根据患者

ＳｐＯ２ 改善情况，结合临床症状体征，并综合胸片及

超声心动图的变化评估手术适应证。 将符合上述标

准的病例行右心导管及急性肺血管扩张实验，希望

将尚有手术适应证的患者从不可逆病变患者群中区

分出来，并使其从手术治疗中获益。
本组所有患者初诊时在安静休息后 ＳｐＯ２ 低于

９５％ 。 经过 ８ 周以上的诊断性治疗，临床症状好转，
ＳｐＯ２ 均达到 ９５％以上。 ＳｐＯ２ 反应心内分流变化情

况，不受年龄体质量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 ＰＶＲＩ 的变化。 且 ＳｐＯ２ 监测简单可行，可
重复率高，临床上可能部分替代心导管检查作为判

断手术可行性的指标。 本组患者经心导管证实除一

例急性肺血管扩张实验阴性外，其他患者均阳性；所
有患者 ＰＶＲＩ 肺血管扩张实验后均 ＜ １２ ｗｏｏｄ·ｕｎｉｔ － １

·ｍ － ２，具有手术指征［６］。 此组手术后随访效果良

好，术后 ６ 个月肺动脉压基本恢复正常，提示诊断性

治疗后 ＳｐＯ２≥９５％ ，心功能达到 ＮＹＨＡ Ｉ⁃ＩＩ 级等指

标的患者肺血管的变化与心导管检查结果的一致

性。 可能成为诊断性治疗后选择外科根治手术的重

要指标。

两例患者术后发生肺高压危象抢救成功，经分

析认为临床治疗存在容量不足，利尿强度过大，患者

情绪紧张烦躁诱发可能，临床上给予适当扩容适度

减低利尿强度后密切观察，后无并发症出现，远期随

访结果良好。 提示该类患者肺血管应激性偏高，术
后早期的密切观察、适度镇静和合理的容量负荷非

常重要。 本研究所入选的患者在初诊时均属于艾森

曼格综合征前期，均伴随活动耐量下降， ＳｐＯ２ ＜
９５％ ，在经过诊断性治疗后，获得了手术机会。 文献

报道由于术前肺动脉压显著升高，根治手术后 ＰＡＨ
导致的肺血管床恶性重构也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恢复，
应继续给予靶向药物治疗至肺动脉压恢复正常，随访

效果良好，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提高［７］，本组

结果与文献报道相同。
本组术后 ６ 个月肺动脉压基本恢复正常，提示

靶向药物治疗有效的伴艾森门格综合征的左向右分

流型先心病肺血管病理改变可能为Ⅲ级，尚未达到

不可逆的病理改变。 诊断性治疗是一个缓慢的肺血

管扩张过程，通过传统治疗加肺血管靶向药物使临

界状态的肺血管发生可逆性改变，可视为慢性肺血

管扩张实验。 而 ＳｐＯ２ 则是体内肺阻力及分流情况

的客观反映，是判断手术指征的重要指标。 通过诊

断性治疗⁃根治性手术策略，能够有效判断临界病变

的重度肺动脉高压患者的肺血管阻力变化，减少围

术期危险性，准确的判断手术适应症，为伴艾森门格

综合征早期的左向右分流型先心病根治手术治疗提

供了客观依据并保证了手术安全。 本组手术例数较

少，其结果仍需较大样本临床研究。
参考文献

［ １ ］ 　 Ｂｅｒｍａｎ ＥＢ， Ｂａｒｓｔ ＲＪ． Ｅｉｓｅｎｍｅｎｇｅｒ’ 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 ２００２，４５：１２９⁃１３８．

［ ２ ］ 　 朱鲜阳，张端珍，等． ２０１５ 年先天性心脏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诊

治中国专家共识．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６１⁃６９．
［ ３ ］ 　 Ｈｅａｔｈ 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Ｊ．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ｘ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ｎ⁃
ｇｅｎｉｔ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ｅｐｔａ 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 １８： ５３３⁃５４７．

［ ４ ］ 　 Ｇａｔｚｏｕｌｉｓ ＭＡ， Ａｌｏｎｓｏ⁃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Ｒ， Ｂｅｇｈｅｔｔｉ Ｍ．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
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Ｒｅｖ，２００９， １８： １５４⁃１６１．

［ ５ ］ 　 Ｄｉ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Ｋ， Ｐｅｓｅｔ Ａ， Ｇａｔｚｏｕｌｉｓ Ｍ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ｔ Ｊ Ｃａｒｄｉ⁃
ｏｌ， ２００８，１２９：１６３⁃１７１．

［ ６ ］ 　 刘承虎，苏俊武，刘迎龙，等． 大于 ６ 月龄伴室间隔缺损合并

重度肺动脉高压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患儿诊断性治疗⁃根治性

手术策略．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５８０⁃５８３．
［ ７ ］ 　 顾虹。 儿童肺动脉高压诊疗现状与展望．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２，３１：３５５⁃３５７．
（２０１６⁃０１⁃１４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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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 Ｅ⁃ｍａｉｌ：ｌｉｘｆ１９９８１９９８＠ ｓｉｎａ． ｃｏｍ

·临床论著·

多发大动脉炎的血管造影８７ 例特点分析

武 欣　 李学峰　 焦 强　 王清霖　 曹 娟

　 　 ［摘要］ 　 目的：探讨多发性大动脉炎的血管造影影像表现特点，评价血管造影对受累动脉管腔狭

窄程度及病情的判断。 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８７ 例临床诊断多发大动脉炎

入院患者。 临床表现不是十分典型，入院进行常规血管造影检查，进行分析。 结果：血管造影证实的大

动脉炎患者的血管影像资料，均是多部位血管累及，累及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临床以头臂型最为多见。
此组病例病变累及锁骨下动脉病变 ３８ 根；颈总动脉 ２８ 根；腹主动脉 １４ 根；肾动脉 １６ 根，多血管同时累

及多见。 结论：多发大动脉炎综合征血管造影以多部位血管受累多见，以狭窄阻塞型常见，常是多血管

同时受累。 冠状动脉也可以同时受累。
［关键词］ 　 大动脉炎综合征；血管；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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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ａｋａｙａｓｕ′ｓ Ａｒｔｅｒｉｔｉｓ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ｉｎ Ｔ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８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ｄ Ｔａｋａｙａｓｕ ａｒｔｅｒｉｔｉ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５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ｖｅｒｙ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ａｏｒ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ｈｅａｄ ａｒｍ ｔｙｐ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ｔｅｒｙ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ｄａｔ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ｌａｖｉａｎ ａｒｔｅｒｙ ｌｅｓｉｏｎｓ ３８；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２８； １４⁃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１６ ⁃ ｒｅ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ｌｕｓｉｏｎ：
Ｔａｋａｙａｓｕ′ｓ Ａｒｔｅｒｉｔｉｓ ａｒｔｅｒ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ｎａｒｒｏｗ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ｖｏｌ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ａｋａｙａｓｕ’ｓ ａｒｔｅｒｉｔｉｓ；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多发性大动脉炎（ｔａｋａｙａｓｕ’ｓ ａｒｔｅｒｉｔｉｓ，ＴＡ） 是一

种病因不清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侵犯主动脉、肺
动脉及其分支，受累动脉出现狭窄、闭塞或者形成动

脉瘤，使得其供血的脑、肾脏、心脏及四肢等器官和

组织出现缺血，功能降低甚至丧失，严重时可以致残

或者死亡［１］。 多发性大动脉炎多发于年轻女性［２］，
亚洲多发。 现将我院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收治的 ８７ 例多发性大动脉炎患者，入院进行了

血管造影检查，现对血管造影检查特点总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资料选择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中国

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血管外科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血管外科病房收治的大动脉炎患者 ８７ 例。 其

中男性 １１ 例（１２ ７％ ），女性 ７６ 例（８７ ３％ ），男女

比例为 １：６ ９。 发病年龄 ５ ～ ６２ 岁，平均（６ ５ ±
８ ５）岁，诊断年龄为 ５ ～ ４６ 岁，平均诊断年龄（２８ ５
± １１ ０）岁。 临床表现为长期头晕 ２７ 例，血压增高

１８ 例， 晕厥伴视觉异常 １０ 例，上肢无力或脉弱 １４
例，脑梗死的 ９ 例， 发热 ８ 例； 其他临床症状有： 头

痛 ２ 例、 黑蒙 ２ 例、蛋白尿 １ 例。
２． 诊断标准和方法　 （１）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

在诊断大动脉炎时都符合美国风湿病协会（Ａ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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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年的诊断标准［３］。 包括：①发病年龄 ＜ ４０ 岁；
②肢体间歇性运动障碍；③肱动脉搏动减弱；④双上

肢血压差 ＞ １０ ｍｍ 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⑤锁骨

下或主动脉血管杂音；⑥动脉造影显示主动脉、主要

分支或四肢近端大动脉狭窄或闭塞。 除外粥样硬

化、肌纤维发育不良等原因。 满足以上 ３ 条或 ３ 条

以上者可以诊断为大动脉炎。

表 １　 患者一般临床特征［ｘ ± ｓ， ｎ（％ ）］

项目 数值

诊断年龄 ／ 岁 ２８ ５ ± １１ ０
性别

　 男性 １１（１２ ７）
　 女性 ７６（８７ ３）
临床表现

　 长期头晕 ２７
　 血压增高 １８
　 晕厥伴视觉异常 １０
　 上肢无力或脉弱 １４
　 脑梗死 ９
　 发热 ８
　 其他 ５

　 　 （２）检查方法　 所有诊断患者术前常规评估肝

肾功能，无明显禁忌症，常规造影检查，明确临床诊

断与分型。 常规从股动脉入路，Ｓｌｅｎｄｅｒ 技术行股动

脉逆行穿刺，置入 ５Ｆ 动脉鞘管，导丝配合猪尾导管

行主动脉弓、腹主动脉及双肾动脉造影，发现头颈血

管有问题时，改用单弯导管行全脑血管造影；肾动脉

有问题时，单独选择肾动脉造影。 考虑累及冠状动

脉时，则请心脏科协助行冠状动脉造影。

结　 果

１． 根据 Ｌｕｐｉ⁃Ｈｅｒｒｅｒａ 分类［４］，本组 Ｉ 型（头臂

型）５８ 例（６６ ７％ ），累及主动脉弓及其主要分枝；ＩＩ
型（主动脉型）２５ 例（２８ ７％ ），胸腹主动脉和或肾

动脉受累；ＩＩＩ 型（混合型）１２ 例（１３ ８％ ）， 兼 Ｉ 型 ＩＩ
型特点；ＩＶ 型主要累及心肺血管， 可同时伴有其他

血管受累，本组内有 ２ 例（２ ２％ ）同时合并冠状动

脉受累（因患者有心肌缺血的表现，请心脏科同时

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发现冠状动脉狭窄）。
２． 造影结果显示锁骨下动脉病变 ３８ 根，其中左

侧 ２０ 例，右侧 １８ 例；颈总动脉 ２８ 根，左侧颈动脉

２０ 例，右侧颈动脉 ８ 例；同时颈动脉和锁骨下动脉

同时累积的有 １２ 例；腹主动脉 １４ 根；肾动脉 １６ 根

（左肾 １０ 例，右侧 ６ 例，双侧同时 ４ 例）；髂动脉受累

３ 例，都是左侧髂动脉重度狭窄；同时合并冠状动脉

狭窄 ２ 例，是左冠状动脉开口重度狭窄。 受累血管

占多见以狭窄阻塞型常见，少数可见动脉瘤形成。

讨　 论

多发性大动脉炎（ ｔａｋａｙａｓｕ’ ｓ ａｒｔｅｒｉｔｉｓ ＴＡ）是以

血管中膜损害为主要损害并累及血管全层的非特异

性动脉炎，可引起相应部位血管的狭窄或闭塞病变，
少数患者受累动脉可呈扩张性或瘤样改变［５］。
１９０８ 年，首先描述这种疾病的是位日本眼科 Ｔａｋａ⁃
ｙａｓｕ 医师，报道了 １ 例 ２１ 岁女性患者，具有大动脉

炎典型视网膜动脉缺血病变，故此病也已他的名字

命名［６］。 此病在东方女性多发，而且多发生于青壮

年女性，临床首发症状为上肢无脉，临床上对该病有

不同的命名，如“无脉症”、“东方美女病”等。
大动脉炎血管炎性病变隐匿、反复活动和持续

进展，因此在治疗上强调活动期积极治疗以阻止血

管壁全层炎症和病情进展，保护脏器的功能和改善

预后，但是临床上缺乏可靠和有效地判断和监测疾

病活动性的指标。 近年来，由于血管影像学检查的

进展和普及，大动脉炎的血管病变被发现的机会越

来越多，影像学检查在诊断、分期和治疗后随访方面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大动脉炎是罕见病，误诊、误
治的几率较高，有必要深入了解该病的影像学表现，
以期为临床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为治疗方案的

选择和疗效评估提供有效的手段［７］。
动脉血管造影检查（ＤＳＡ）目前仍为影像学检查

诊断大动脉炎方法中最具权威的检查方法。 通过血

管造影检查，我们可以详细地了解受累血管的部位、
范围、血管狭窄程度及闭塞情况，以及病变段血管的

侧支血管建立的情况［８］。 由于大动脉炎血管病变

多呈节段性改变，我们在血管造影时可采用分段或

局部注射对比剂的方法确定病变的范围及程度，而
在检查锁骨下动脉、颈动脉及肾动脉血管疾病时，动
脉造影延期相对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特别是

在锁骨下动脉窃血综合征中观察同侧椎动脉窃血的

改变，颈内动脉受累时，我们可以观察大脑前后交通

动脉的开放情况、颈外动脉向颈内动脉的代偿情况。
通过血管造影检查，还可以对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提

供好的指导意见。
多发性大动脉炎临床分型根据血管病变部位进

行临床分型。 最常用的是 Ｌｕｐｉ⁃Ｈｅｒｒｅｒａ 分类，Ⅰ型：
头臂动脉型，主要累及主动脉弓及其分支；Ⅱ型：胸
腹主动脉型，主要累及降主动脉以及腹主动脉；Ⅲ
型：广泛型，具有以上两种临床特征；Ⅳ型：肺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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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国外多采用 ６ 分型法［９］，即Ⅰ型仅累及主动脉

弓分支型；Ⅱａ 累及包括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及分支

型；Ⅱｂ 累及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及分支及胸主动脉

型；Ⅲ型累及胸主动脉、腹主动脉和 ／或肾动脉，ＩＶ
型累及腹主动脉和 ／或肾动脉，Ｖ 型累及同时累及Ⅱ
ｂ 及 ＩＶ。 国外资料显示［１０］，最常见的类型是 Ｖ 型，
对应国内 ４ 分型法应为广泛型，所多累及的动脉为

锁骨下动脉，其次按顺序分别为主动脉、颈总动脉、
肾动脉、椎动脉和无名动脉。 冠状动脉、肺动脉、胸
主动脉、肠系膜动脉和骼动脉较少累及。

确诊大动脉炎最佳方案是大动脉活检，但活检

的阳性率约为 １ ／ ３，活检阴性不能完全排除该诊断，
而且活检具有一定的风险和痛苦，且标本主要来源

于尸检和外科手术的离体组织，临床上可行性小，患
者依从性较低。 而 ＤＳＡ 可显示具体受累及的动脉、
病变动脉管腔粗细不均、局部狭窄或闭塞以及狭窄

后的扩张，典型者狭窄与扩张交替出现呈“串珠样”
改变，是目前公认的“金标准”。 ＤＳＡ 诊断 ＴＡ 作为

有创性诊断手段，主要优势是可以发现早期小血管

的狭窄与闭塞，ＣＴ 及 ＭＲ 目前在纤细血管的显示方

面仍与 ＤＳＡ 有一些差距。 本组研究中，所有患者均

进行了 ＤＳＡ 检查者，提示大动脉炎分型中头臂动脉

型（６６ ７％ ）及胸腹主动脉型（２８ ７％ ）最常见，最常

受累的血管是锁骨下动脉及颈内动脉，这与 Ｋｅｒｒ［１１］

等报道基本一致。 Ｌｕ⁃ｐｉ⁃Ｈｅｒｒｅｒａ 等［１２］ 通过对 １００
余例大动脉炎患者进行的临床观察研究发现，大动

脉炎主要累及主动脉、锁骨下动脉及头臂干。 据报

道，大动脉炎累及冠状动脉的发生率在 ６％ ～ １９％
的左右，且常常仅累及冠状动脉开口位置，本研究

中，有 ２ 例患者累及冠状动脉，占 ２ ２％ ［１３⁃１４］。
大动脉炎的血管造影也与动脉硬化血管造影的

特点是有区别的，首先大动脉炎的病变多累及主动

脉弓及其分支，特点是狭窄或者阻塞，呈向心性，官
腔粗细不均，边缘较光滑，狭窄后扩张，少数形成动

脉瘤。 而动脉硬化多侵及动脉开口或者分叉处，特
点是动脉斑块不齐，或者阻塞；狭窄多呈锥形，偏心

性狭窄［１５］。
本组大动脉炎病例以狭窄、 阻塞型为主， 占

８８％ ， 狭窄扩张混合型 １０％ 。 狭窄、阻塞影像表现

特征为管腔狭窄具有向心性， 轮廓较光整， 腹主动

脉长段累及可呈波浪状向心狭窄。 大动脉炎主要侵

犯主动脉及主要分支起始段， 但有一些锁骨下动脉

累及的部位从分出椎动脉分支后的远侧段。 最常受

累的动脉为左锁骨下动脉， 其次为左颈动脉。 病变

血管短段及长段狭窄， 短段通常位于主要分支血管

的近端；长段多数呈延续状， 由近端向远侧发展。
部分血管受累可呈跳跃型， 如锁骨下动脉和胸、 腹

主动脉。
但是血管造影对于大动脉炎诊断，有其缺点。

首先 ＤＳＡ 主要针对的是晚期病变，血管已经缩窄。
病变早期血管未出现明显狭窄时，血管造影可显示

正常。 在本组病例中，大部分病例为中晚期患者，因
此，ＤＳＡ 检查的阳性率高。 其次 ＤＳＡ 检查虽能准确

地反映血管管腔的变化，但对血管壁病变的诊断价

值有限。 本组病例数量较少，也是单中心经验，希望

能提高大家对多发性大动脉炎影像学的认识，早期

诊断，早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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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针药复合麻醉对不停跳冠状动脉移植术患者
围术期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的影响

司文博　 马月华　 王岳峰　 王 嵘　 金 沐　 董秀华　 程卫平　 卢家凯

　 　 ［摘要］ 　 目的：探讨针药复合麻醉对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患者围术期免疫球蛋白及补体

的影响。 方法：选择择期行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的患者 ５０ 例。 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２５ 例。 针

药复合组（Ａ 组）２５ 例，对照组（Ｃ 组）２５ 例。 Ａ 组于麻醉诱导前 ３０ｍｉｎ、术中持续及术后 ３ 次（术后 ６ｈ、
２４ｈ、４８ｈ）行经皮穴位电刺激，频率为 ２Ｈｚ ／ １００Ｈｚ，术前术后电刺激强度为引起感觉阈强度的 ２ ～ ３ 倍即

１０ ～ １５ｍＡ，术中麻醉期间刺激强度为 ３０ｍＡ，刺激部位是双侧中府、云门、列缺和内关穴，３０ｍｉｎ ／次；Ｃ 组

也以同样的装置和时间点连接在患者相同穴位上以同样频率但以较小电刺激强度 ４ｍＡ 进行电刺激。
两组患者均采用方案相同的全凭静脉麻醉。 对围术期两组患者血浆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 及补体

Ｃ３、Ｃ４ 的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两组患者 ＩｇＧ、ＩｇＡ 值在术后 ２４ｈ、７２ｈ 均较术前明显下降，ＩｇＭ、Ｃ３、Ｃ４ 值

在术后 ２４ｈ 较术前明显下降，术后 ７２ｈ 恢复到术前水平；与 Ｃ 组相比，Ａ 组术后 ２４ｈ、７２ｈ ＩｇＧ、ＩｇＡ 值较术

前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术后 ２４ｈＩｇＭ、Ｃ３ 值较术前下降幅度较小，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针药复合麻醉可有效减轻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围术期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抑制，具有调

节围术期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关键词］ 　 针药复合麻醉； 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 免疫球蛋白； 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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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ｒｕ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ｏｎ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５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２５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ｒｕ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 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Ａ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ｃｕｐｏｉｎ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５ 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 ３０ｍｉ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Ｈｚ ／ １００Ｈｚ，１０⁃１５ｍＡ，３０ｍｉｎ），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Ｈｚ ／ １００Ｈｚ，３０ｍ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６ｈ，２４ｈ，
４８ｈ（２Ｈｚ ／ １００Ｈｚ，１０⁃１５ｍＡ，３０ｍｉ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Ｚｈｏｎｇｆｕ （ＬＵ１），Ｙｕｎｍｅｎｇ （ＬＵ２），Ｌｉｅｑｕｅ （ＬＵ７）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ｕａｎ
（ＰＣ６）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ａｃｕｐｏｉｎ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Ｃ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ＥＡＳ 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２Ｈｚ ／ １００Ｈｚ，４ｍＡ） ｅｘｃｅｐｔ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
ｃｅｉｖ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ｂｌｏｏｄ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ｐｏｓｔ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ｈ ａｎｄ ７２ｈ，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 （ 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３， Ｃ４）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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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ｇＧ，ＩｇＡ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ｔ ２４ｈ ａｎｄ ７２ｈ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ｇＭ， Ｃ３， Ｃ４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ｔ ２４ｈ， ｂｕｔ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ｔ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７２ｈ；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Ｃ，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ｇＧ， ＩｇＡ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ｅｓ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ｔ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 ｈ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７２ ｈ，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ｇＭ，Ｃ３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ｅｓ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ｔ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
ｈ （ａｌｌ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ｒｕ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ｕ⁃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ｒｕｇ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冠状动脉移植术是目前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手段

之一。 心脏手术可导致围术期机体免疫系统功能紊

乱，免疫球蛋白及补体变化，导致术后感染率增

加［１］。 大量研究发现，刺激某些穴位可调节免疫细

胞功能及细胞因子水平，具有改善机体免疫功能效

应［２⁃４］。 本研究以针药复合麻醉及全身麻醉下行不

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

围术期患者血浆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 及补体

Ｃ３ 及 Ｃ４ 含量的变化，探讨针药复合麻醉对不停跳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患者围术期体液免疫及补体

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表 １　 两组手术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ｘ ± ｓ，ｎ）

组别 例数 男性 ／ 女性
年龄

／ 岁
ＡＳＡ
２ ／ ３

体质量 ／
ｋｇ

手术时间 ／
ｍｉｎ

麻醉时间 ／
ｍｉｎ

输异体血

Ａ 组 ２５ １７ ／ ８ ６０ ６４ ± ６ ９４ ４ ／ ２１ ６８ ７２ ± ８ ７３ ２２７ ± ４３ ２８２ ± ４７ ５
Ｃ 组 ２５ １９ ／ ６ ５９ ６４ ± ８ ０８ ３ ／ ２２ ６９ １６ ± ７ ３２ ２１６ ± ４９ ２６９ ± ５０ ４

　 　 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已获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安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２０１４０１２），
并与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选择北京市安贞

医院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择期首次行不停

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患者 ５０ 例，年龄 ４８ ～ ７３
岁，体质量 ４５ ～ ８５ｋｇ，男性 ３６ 例，女性 １４ 例，ＡＳＡ
Ⅱ⁃Ⅲ级，１ ～ ３ 支冠状动脉严重狭窄（非左主干病

变），均由同一位术者完成，术前无感染性疾病及免

疫疾病史，未服用调节免疫功能类药物（如激素、抗
炎类药物等）。 采用远程网络电子随机化系统，由
数据管理中央服务器按照事先设定的条件和程序，
将患者随机分为针药复合组（Ａ 组） 和对照组（ Ｃ
组），每组 ２５ 例。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ＡＳＡ、体质

量、手术时间、麻醉时间及输异体血例数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
２． 麻醉方法 　 （１）术中监护：两组患者入室后

常规监测 ＥＣＧ 及 ＳｐＯ２，给予吸氧。 桡动脉置管监

测动脉血压，行深静脉穿刺，监测中心静脉压。
（２） 麻醉诱导：两组患者均采用方案相同的全

凭静脉麻醉，ＴＣＩ 靶控输注舒芬太尼 ０ ４ ～ ０ ８ｍｇ ／
Ｌ、丙泊酚 １ ～ ２ｍｇ ／ Ｌ、罗库溴铵 １ｍｇ ／ ｋｇ 行麻醉诱

导，气管内插管后机械通气，潮气量 ６ ～ ８ｍＬ ／ ｋｇ，呼
吸频率 １０ ～ １２ 次 ／ ｍｉｎ。

（３）术中维持：术中 ＴＣＩ 靶控输注舒芬太尼 ０ ４
～ ０ ８ｍｇ ／ Ｌ 及丙泊酚 １ ～ ２ｍｇ ／ Ｌ，间断静脉注射哌库

溴铵维持肌肉松弛，根据 ＢＩＳ 值调节丙泊酚用量，根
据血流动力学参数调节舒芬太尼用量，术中维持收

缩压为 ９５ ～ １４０ 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 ｋＰａ），心率

６０ ～ ８０ 次 ／ ｍｉｎ，中心静脉压为 ５ ～ １２ｍｍＨｇ。 维持内

环境指标在正常范围。 心血管用药为多巴胺 ２ ～
５μｇ·ｋｇ － １ ·ｍｉｎ － １ 与硝酸甘油 ０ ３ ～ ２μｇ·ｋｇ － １

·ｍｉｎ － １。
３． 经皮穴位电刺激方法　 经皮穴位电刺激的穴

位取双侧中府⁃云门、列缺⁃内关穴。 相应穴位贴电

极片后连接韩氏穴位刺激仪（ＨＡＮＳ⁃２００Ａ 型 北京

大学医学部神经研究所研制，南京济生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 Ａ 组于麻醉诱导前 ３０ｍｉｎ、术中持续

及术后 ３ 次（术后 ６ｈ、２４ｈ、４８ｈ）经皮穴位电刺激，频
率为 ２Ｈｚ ／ １００Ｈｚ 疏密波，术前术后电刺激强度为引

起感觉阈强度的 ２ ～ ３ 倍即 １０ ～ １５ｍＡ，每次 ３０ｍｉｎ，
术中麻醉期间刺激强度为 ３０ｍＡ，从麻醉诱导后一

直持续到术毕；Ｃ 组也以同样的装置和时间点连接

在患者相同穴位上，刺激频率为 ２Ｈｚ ／ １００Ｈｚ 疏密

波，但以较小电刺激强度 ４ｍＡ 进行经皮穴位电刺

激，术中不予电刺激。 为避免误差，所有经皮穴位电

刺激的选穴及仪器操作均由同一人完成。
４． 检测指标　 两组患者分别于术前、术后 ２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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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７２ｈ 采集外周静脉血 ５ｍＬ 即刻送北京安贞医

院检验科检验，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血浆免疫

球蛋白 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 及补体 Ｃ３、Ｃ４ 含量（ｇ ／ Ｌ）。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所有正态分

布的数据采用配对样本的 ｔ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

结　 果

１．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免疫球蛋白及补体值的变

化　 （１）两组患者术前 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Ｃ３ 及 Ｃ４ 值组

间无明显差异。
（２）两组患者 ＩｇＧ、ＩｇＡ 值术后 ２４ｈ、７２ｈ 均较术

前明显下降（Ｐ ＜ ０ ０５）。 ＩｇＭ、Ｃ３、Ｃ４ 值术后 ２４ｈ 较

术前明显下降（Ｐ ＜ ０ ０５），术后 ７２ｈ 恢复到术前

水平。
１ ３ 与 Ｃ 组相比，Ａ 组 ＩｇＧ、ＩｇＡ 值在术后 ２４ｈ、

７２ｈ 时较术前降低幅度较小（Ｐ ＜ ０ ０５）；ＩｇＭ、Ｃ３ 值

在术后 ２４ｈ 较术前降低幅度较小（Ｐ ＜ ０ ０５）；Ｃ４ 值

术后降幅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围术期免疫球蛋白及外体的变化（ｘ ± ｓ，ｇ ／ Ｌ）

项目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 ２４ｈ 术后 ７２ｈ
ＩｇＧ Ａ 组 ２５ １０ ２９ ± ０ ８４ ７ ４９ ± ０ ９８∗＃ ８ ０７ ± ０ ９９∗＃

Ｃ 组 ２５ １０ ３４ ± ０ ９５ ６ ８７ ± １ ０２∗ ７ ３３ ± １ ０７∗

ＩｇＡ Ａ 组 ２５ １ ９７ ± ０ ４７ １ ５７ ± ０ ４２∗＃ １ ７６ ± ０ ４２∗＃

Ｃ 组 ２５ １ ９８ ± ０ ５ １ ３３ ± ０ ３４∗ １ ５１ ± ０ ３８∗

ＩｇＭ Ａ 组 ２５ ０ ７２ ± ０ ２８ ０ ６２ ± ０ ２４∗＃ ０ ７１ ± ０ ３１
Ｃ 组 ２５ ０ ６４ ± ０ ２２ ０ ５０ ± ０ １５∗ ０ ６４ ± ０ ２１

Ｃ３ Ａ 组 ２５ １ １３ ± ０ ２３ ０ ９９ ± ０ １５∗＃ １ １１ ± ０ １８
Ｃ 组 ２５ １ １２ ± ０ ２１ ０ ８９ ± ０ １６∗ １ １３ ± ０ ２３

Ｃ４ Ａ 组 ２５ ０ ２６ ± ０ ０４ ０ ２３ ± ０ ０４∗ ０ ２５ ± ０ ０５
Ｃ 组 ２５ ０ ２５ ± ０ ０８ ０ ２３ ± ０ ０４∗ ０ ２５ ± ０ ０５

注：与同组术前比较，∗Ｐ ＜ ０ ０５；与 Ｃ 组同时间点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术后抗生素使用天数及切口感染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术后抗生素方案均选用三代头孢，Ａ 组平

均使用天数为（５ ０ ± ０ ７） ｄ，Ｃ 组平均使用天数为

（５ ５ ± ０ ６） ｄ，Ａ 组术后抗生素平均使用天数较 Ｃ
组少，但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Ａ 组无切口

感染发生，Ｃ 组有一例切口感染，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讨　 论

心脏手术中，手术创伤、应激、体外循环、麻醉、
失血和输血等都会影响围术期机体免疫系统功能，

增加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病率［５⁃６］。 积极有效的调节

围术期机体免疫功能，可减少感染等并发症发生，加
快术后康复。 针刺麻醉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近
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展，针药复合麻醉逐渐被

应用于心脏、胸科、颅脑等复杂手术。 对于针药复合

麻醉围术期镇痛［７］ 及心脏手术围术期心肌保护作

用已有报道。 但对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患

者围术期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的影响至今尚未见

报道。
体液免疫即通过 Ｂ 细胞合成和分泌抗体来达

到保护目的的免疫机制，属于特异性免疫。 免疫球

蛋白是介导体液免疫的重要效应分子，是 Ｂ 细胞接

受抗原刺激后增值分化为浆细胞所产生的的糖蛋

白。 ＩｇＧ 具有抗感染、发挥调理作用，ＩｇＭ 可用于感

染的早期诊断，ＩｇＡ 参与黏膜局部免疫，在局部抗感

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补体是体内具有重要生物学作

用的免疫效应和免疫效应放大系统。 补体 Ｃ３、Ｃ４
可反映机体补体水平，代表机体免疫病理性损害的

情况［８］。
本研究观察到两组患者术后 ２４ｈ、７２ｈ ＩｇＧ、ＩｇＡ

较术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术后 ２４ｈ ＩｇＭ、 Ｃ３、 Ｃ４ 值较术前明显下降 （ Ｐ ＜
０ ０５），术后 ７２ｈ 恢复术前水平，证实非体外循环手

术可以抑制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的产生，从而影响体

液免疫正常功能的发挥，这与之前的研究相符［９］，
心脏手术术后机体免疫功能明显降低，严重影响机

体的免疫防御功能，是易发生感染的重要原因［１０］。
Ｌａｎｔｅ 等［１１］观察到体外循环术后 １ｄ Ｂ 淋巴细胞数

及 ＩｇＧ、ＩｇＭ 明显降低，术后 ３ｄ 淋巴细胞数量恢复正

常，术后 ５ｄ ＩｇＧ、ＩｇＭ 恢复正常，提示心脏手术对 Ｂ
淋巴细胞分泌免疫球蛋白产生抑制作用，影响术后

免疫应答、调理及炎症反应，阻碍早期抗感染作用。
针刺麻醉最大的优势是能调动机体内在的抗痛

机制和其他生理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针刺能提高

肺癌手术患者血中 ＩｇＧ、ＩｇＡ 的含量，从而提高患者

的免疫功能［１２］。 电针“足三里”、“合谷”、“三阴交”
对大鼠胃癌根治术后低下的免疫功能有明显的改善

作用［２］。 本研究显示，Ａ 组患者术后 ２４ｈ、７２ｈ ＩｇＧ、
ＩｇＡ 值明显高于 Ｃ 组，术后 ２４ｈ ＩｇＭ、Ｃ３ 值明显高于

Ｃ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针药复合麻醉可以

有效缓解心脏手术导致的免疫抑制。 针刺调节免疫

系统功能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目前认为可能与针

刺激活内源性内啡肽，从而释放一系列因子增强免

疫功能相关［１３］。 也有研究认为［１４］ 手术前后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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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应激和生理应激均可抑制机体免疫功能，手术

创伤越大，对免疫的抑制作用越强，对手术后的痊愈

有明显影响，针刺可调节神经内分泌网络系统，通过

神经递质来调节免疫系统功能［１５］。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择围术期经皮电刺激不

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患者中府、云门、列缺及内

关四对穴位，结果发现，针药复合麻醉可以有效改

善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导致的免疫球蛋

白及补体下降，这对于减轻患者围术期炎症反应，
减少术后并发症等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本研究的

局限是未能针对针药复合麻醉改善心脏手术导致

的免疫球蛋白及补体下降的具体机制进行深入研

究。 另外，将针药复合麻醉应用于不同创伤程度

的心脏手术过程，观察针药复合麻醉对不同心脏

手术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可能是下一

步试验中需要了解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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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表的规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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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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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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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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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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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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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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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是个别的，而共同用单位只能是 １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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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Ｔｅｉ 指数评价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右心功能的研究

刘小冲　 何怡华　 谷孝艳　 张 烨　 孙 琳

　 　 ［摘要］ 　 目的： 探讨 Ｔｅｉ 指数结合三尖瓣环位移（ＴＡＳＥ）及右心室面积变化分数（ＦＡＣ）在评价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右心功能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应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估测 １７ 例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胎儿和

５１ 例正常胎儿的右心室 Ｔｅｉ 指数、ＴＡＳＥ、ＦＡＣ 及 Ｅ ／ Ａ 并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组右心室 Ｔｅｉ
指数（０ ７６ ± ０ ４１）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０ ３３ ± ０ 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反映右心室收

缩功能的 ＴＡＳＥ 和 ＦＡＣ 病变组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０ ５６ ± ０ ２４） ｖｓ． （０ ９０ ± ０ ０９）；（０ ２８ ± ０ １０）
ｖｓ． （０ ５３ ± ０ ０８），Ｐ ＜ ０ ０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反映右心室舒张功能的 Ｅ ／ Ａ 比值两组分别为

［（０ ６７ ± ０ １２） ｖｓ． （０ ６７ ± ０ ０９），Ｐ ＞ ０ ０５）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Ｔｅｉ 指数作为一个定量反映整

体心肌性能指标，不受心脏几何形状、心率、房室瓣反流和孕龄的影响，结合 ＴＡＳＥ 及 ＦＡＣ，可以简单、准
确、更为全面的了解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的右心功能，对预后分析、围产期管理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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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ｅｂｓｔｅｉ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也称为三尖瓣下

移畸形，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约
发生于活产儿的 １ ／ ２０００００， 占先心病的 １％ 左

右［１⁃３］。 其主要病理改变为三尖瓣发育异常，主要

是隔叶和后叶向心尖侧移位，呈螺旋形下移至右心

室，同时，瓣膜及瓣下结构形态异常。 前叶通常位置

正常，但发育冗长，呈“船帆样”或“藤条样”改变。
下移的瓣膜将右心室重新分隔为缺乏心肌收缩功能

的“房化右心室” 和具有收缩功能的 “功能右心

室” ［４⁃５］。 由于功能右心室的减小以及前负荷容量

的增加，使得右心功能明显减低，进而发展为心力衰

竭甚至于新生儿早期死亡［６⁃７］。 因此评价胎儿 Ｅｂ⁃
ｓｔｅｉｎ 畸形的右心功能至关重要，将对其预后及围产

期干预提供帮助。 但胎儿期的右心功能由于结构复

杂、心率较快以及前后负荷等诸多因素影响难以准

确评估，日本学者 Ｔｅｉ 等［８］ 提出的定量反映整体心

肌舒张和收缩功能的心肌性能指标（Ｔｅｉ 指数）它不

受心脏几何形状、心率、房室瓣反流的影响，可以简

单、准确地反映心肌功能，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目

前 Ｔｅｉ 指数已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但是对胎儿 Ｅｂ⁃
ｓｔｅｉｎ 畸形心功能评估应用较为少见。 我们收集了

１７ 例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病例，利用 Ｔｅｉ 指数并结合其

他传统参数（三尖瓣环位移和右心室面积变化分

数）评估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胎儿右心室功能。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

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已接受 １５ ０００ 多名孕妇进行

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本研究选取 １７ 例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

形胎儿作为病例组，孕龄 ２３ ～ ３９ 周。 另随机选取同

期同孕龄正常胎儿 ５１ 例（按 １：３）作为对照组。 入

选标准：①有准确停经史，或经早期超声检查证明胎

龄与孕周相符；②孕妇身体健康；③单胎妊娠；④心

内膜及多普勒流速曲线图显示清晰等。 排除标准：
①合并有其他明显的心内畸形或心外畸形；②多胎

妊娠；③孕妇存在自身免疫、遗传代谢病或结蹄组织

病等；④持续性心律不齐；⑤心内膜及多普勒流速曲

线图质量欠佳等均予以排除。 所有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胎

儿的超声筛查均由 ２ ～ ３ 名副主任及以上医师进行

审核，且所有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病例均遵从父母意愿选择

终止妊娠并经尸检证实。
２． 仪器与方法　 使用 ＧＥ Ｖｏｌｕｓｉｏｎ Ｅ８ 彩色多普

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为 ３ ５ ～ ７ ＭＨｚ。 行胎儿超

声心动图检查，选取心尖四腔心切面，应用 Ｍ⁃Ｍｏｄｅ
将取样点置于三尖瓣环右心室游离壁，记录三尖瓣

环收 缩 位 移 （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
ＴＡＳＥ），并在同一切面经 ２Ｄ 超声图像分别勾勒右

心室收缩末期和舒张末期心内膜获得右心室收缩末

期面积（ＥＳＡ）和舒张末期面积（ＥＤＡ），计算面积变

化分数 （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ＡＣ） ＦＡＣ ＝ （ ＥＤＡ⁃
ＥＳＡ） ／ ＥＤＡ。 在四腔心切面、右心室长轴切面或大

血管短轴切面分别将脉冲多普勒取样门置于右心室

流入道和流出道获得多普勒频谱，计算 Ｔｅｉ 指数。
三尖瓣口血流 Ａ 峰止点至下一心动周期 Ｅ 峰起点

的时间记为 ａ，肺动脉射血时间记为 ｂ，Ｔｅｉ 指数定义

为等容收缩期（ＩＣＴ）与等容舒张期（ＩＲＴ）之和与心

室射血时间（ＥＴ）的比值［８］ （图 １ ～ ２），即 Ｔｅｉ 指数

＝ （ ＩＣＴ ＋ ＩＲＴ ） ／ ＥＴ ＝ （ａ⁃ｂ） ／ ｂ。 并记录 Ｅ、Ａ 波

峰值以获得 Ｅ ／ Ａ 比值。 所有参数均连续测量 ３ 个

心动周期，然后取平均值。

图 １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图像

图 ２　 Ｔｅｉ 指数定义　 注：ＩＣＴ：等容收缩期， ＩＲＴ：等容舒张

期， ＥＴ：心室射血时间，ａ：三尖瓣口血流 Ａ 峰止点至下一

心动周期 Ｅ 峰起点的时间，ｂ：肺动脉射血时间

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一般资料及传统超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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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例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胎儿及正常对照组均获得满意

的 ２Ｄ 及 Ｄｏｐｐｌｅｒ 超声图像，心内膜显示清晰。 １７ 例

中 ７ 例（４１％ ）为单纯隔叶下移，隔叶下移最大距离

１１ ３ｍｍ，平均下移距离 （７ ００ ± ２ ７２） ｍｍ； １０ 例

（５９％ ）为隔叶、后叶均下移，其中隔叶下移最大距

离 １４ ３ｍｍ，平均下移距离（８ ０９ ± ３ ３６）ｍｍ，后叶

下移最大距离 １６ ３ｍｍ，平均下移距离（８ ５０ ± ５．
００）ｍｍ；１７ 例中未见单纯后叶下移。 所有病例均伴

有不同程度三尖瓣反流，重度反流 １２ 例（７０ ６％ ）；
中度反流 ４ 例（２３ ５％ ）；轻度反流 １ 例（５ ９％ ）。
１７ 例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胎儿中 １０ 例（５８ ８％ ）合并肺动

脉发育不良（狭窄或近闭锁），其中合并室间隔缺

损、心包积液（少量）１ 例、合并胸腔、腹腔及心包腔

积液（少量）１ 例、合并心包积液（微量）１ 例、合并房

间隔缺损 １ 例；１ ／ １７ 例（５ ９％ ）合并单纯性室间隔

缺损；１ ／ １７ 例（５ ９％ ）合并房间隔缺损和动脉导管

狭窄可能；５ ／ １７ 例（２９ ４％ ）为单纯性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

（表 １）。

表 １　 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一般资料及传统超声参数

编号 孕周 ／ 周 三尖瓣瓣膜下移数目 三尖瓣反流程度 合并其他心脏改变 胎儿结局

１ ２３ 隔叶、后叶 中度 － 引产并尸检

２ ２３ 隔叶、后叶 重度 肺动脉瓣狭窄 引产并尸检

３ ２４ 隔叶、后叶 中度 － 引产并尸检

４ ２５ 隔叶、后叶 轻度 － 引产并尸检

５ ２５ 隔叶 重度 肺动脉瓣狭窄、室缺、心包积液（少量） 引产并尸检

６ ２５ 隔叶、后叶 重度 肺动脉瓣狭窄 引产并尸检

７ ２６ 隔叶、后叶 重度 肺动脉瓣狭窄、胸腹腔心包积液（少量） 引产并尸检

８ ２７ 隔叶、后叶 重度 室缺 引产并尸检

９ ２７ 隔叶 重度 － 引产并尸检

１０ ２８ 隔叶 重度 肺动脉瓣狭窄 引产并尸检

１１ ３１ 隔叶 重度 肺动脉瓣狭窄、近闭锁 引产并尸检

１２ ３２ 隔叶 中度 房缺、动脉导管狭窄可能 引产并尸检

１３ ３２ 隔叶、后叶 中度 肺动脉狭窄、心包积液（微量） 引产并尸检

１４ ３２ 隔叶 重度 肺动脉瓣狭窄 引产并尸检

１５ ３４ 隔叶、后叶 重度 － 引产并尸检

１６ ３６ 隔叶、后叶 重度 肺动脉瓣狭窄 引产并尸检

１７ ３９ 隔叶 重度 肺动脉瓣狭窄、房缺 引产并尸检

表 ２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组与正常胎儿组右心功能参数比较（ｘ ± ｓ）
组别 ａ⁃ｂ ｂ Ｔｅｉ 指数 ＴＡＳＥ ／ ｃｍ ＥＤＡ⁃ＥＳＡ ／ ｍｍ２ ＲＶＦＡＣ Ｅ ／ Ａ

病例组 ０ １０ ± ０ ０３ ０ １５ ± ０ ０３ ０ ７６ ± ０ ４１ ０ ５６ ± ０ ２４ ３１ ９０ ± １２ ７８ ０ ２８ ± ０ １０ ０ ６７ ± ０ １２
对照组 ０ ０６ ± ０ ０１ ０ １８ ± ０ ０１ ０ ３３ ± ０ ０５ ０ ９０ ± ０ ０９ ７４ ８２ ± １６ ２１ ０ ５３ ± ０ ０８ ０ ６７ ± ０ ０９
Ｐ 值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０５

注：ａ⁃ｂ：等容收缩时间和等容舒张时间之和；ｂ：射血时间；ＴＡＳＥ：三尖瓣环位移； ＥＤＡ⁃ＥＳＡ：舒张末期面积与收缩末期面积之差值；ＲＶＦＡＣ：右心

室面积变化分数

２．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组与正常胎儿组右心功能参数

比较　 （１）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组的右心室 Ｔｅｉ 指数较

正常胎儿组右心室 Ｔｅｉ 指数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２）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组右心室收缩功能参数

三尖瓣环位移、面积变化分数较正常胎儿组的三尖

瓣位移和面积变化分数明显减低，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３）而反映右心室舒张功能的参数 Ｅ ／ Ａ 与正常

胎儿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２）。

讨　 论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是一种少见的三尖瓣解剖结构异

常，形态结构的改变引起一系列血流动力学的改变，
最终导致右心功能的减低，结合其妊娠期特殊的血

流动力学特点［９］如肺动脉前向血流减少、肺动脉瓣

狭窄、功能性闭锁或肺动脉发育不良等直接影响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胎儿的预后使其于新生儿早期死

亡［１０］。 超声心动图对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的准确诊

断、并发症的检查、尤其是心功能的评价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决定其预后、围产期咨询与管理。
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超声心动图诊断标准［１１］：右

心增大，显示固有右心房、“房化右心室”和“功能右

心室”的解剖学特征，心尖部到二尖瓣前叶附着点

６０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第 ３５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４



的距离与到三尖瓣隔叶附着点的距离比值≥１ ８∶ １，
再结合典型的三尖瓣关闭不全的彩色多普勒特征，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的诊断即可成立。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由于右心室形态结构的改变，传统

超声指标如射血分数、缩短分数、射血量等不能应用

其右心室的评估，且这些参数对前、后负荷依赖性较

大，重复检查结果变化较大等大大限制了它的临床

应用价值［１２］。 Ｔｅｉ 指数作为评估整体心肌性能指

标，包括收缩和舒张功能，不受心室几何形态、心率、
房室瓣反流、孕龄的影响，并且单纯从多普勒频谱中

就可获得，因此具有操作的简便性及较高的重复性，
可简单可靠的评估右心功能［１３］。

本研究结果表明，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胎儿右心室 Ｔｅｉ
指数显著高于正常胎儿。 这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等［１４］ 研究

结果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胎儿右心室

射血时间缩短，等容收缩时间及等容舒张时间明显

延长所致。 从病理生理角度上看，可能是由于①右

心室结构改变发育不全致功能右心室减小，同时房

化右心室扩大，右心房收缩时房化右心室被动舒张

及膨胀，使进入功能右心室血流减少，功能右心室的

充盈和结构的改变，最终导致右心室松弛能力的改

变；②同时，功能右心室血液充盈减少最终减少了右

心排血量，使右心室射血时间缩短；③功能右心室收

缩时，房化右心室形成压力波被动收缩，阻碍了舒张

期的右心房充盈，进而改变了右心室的收缩能力；另
外，④由于严重的三尖瓣反流导致右心容量负荷明

显增加，右心房同时接受来自腔静脉、右心室及三尖

瓣反流的血液，使右心房容量明显增加，压力增加，
最终导致右心功能障碍及右心衰竭［１５⁃１６］。

本研究结果还提示，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组 ＴＡＳＥ、
ＦＡＣ、ＥＤＡ、ＥＳＡ、（ＥＤＡ⁃ＥＳＡ）较正常胎儿组明显减

低，结合 Ｔｅｉ 指数重要组成部分的右心室射血时间 ｂ
的减少，说明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的右心室收缩功能明

显减低。 反映右心室舒张功能的 Ｅ ／ Ａ 比值 Ｅｂｓｔｅｉｎ
组较正常胎儿组无明显差异，但作为 Ｔｅｉ 指数组成

部分的 ＩＲＴ 较正常胎儿时间延长，提示右心室的松

弛能力是减低的。 而心脏收缩功能不全和舒张功能

不全往往是并发出现的［８］，说明反映心室舒张功能

的 Ｅ ／ Ａ 比值不能准确评价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胎儿右心室

舒张功能，且 Ｅ ／ Ａ 比值与 ＩＲＴ 相关性较差［１７］，推测

①可能为胎心率较快致心脏舒张细微变化不易显

示；②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右心室几何形态发生改变，
继而血流动力学发生明显变化，引起容量负荷增加，
导致采用传统的超声心动图技术测量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

右心功能不够准确［１８］。 因此单纯应用 Ｅ ／ Ａ 比值不

能有效反映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的右心室舒张功能，而
Ｔｅｉ 指数作为整体评价右心功能的指标更为准确

可靠。
Ｔｅｉ 指数反映心脏收缩和舒张的整体功能，是

评价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右心室心肌性能的一个良好

指标［８，１９］。 Ｉｓｈｉｉ 等［１８］研究证明，使用 Ｔｅｉ 指数评估

右心功能具有以下优势：①不依赖于心室几何形状

的改变。 ②不受心率、前后负荷、房室瓣反流的影

响。 ③操作简便。 ④可以灵敏、精确的反映整体心

肌收缩和舒张功能，具有实用性［２０］。 在我们的病例

研究中，上述优点得到证实，我们应用 Ｔｅｉ 指数评估

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所得结果与传统参数相比较具有

高度对比性和可重复性。 因此，Ｔｅｉ 指数是评价胎

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右心室心肌功能的一个有用的指标，
甚至在危及生命的先心病中仍然是可靠的检测方

法［８，１２，２１］。 Ｔｅｉ 指数也有其局限性，在反应整体心肌

功能时，虽然 ＩＣＴ、ＩＲＴ、ＲＶＥＴ 尚可提示心室收缩或

松弛能力异常，但不能具体明确是以收缩功能障碍

还是舒张功能障碍为主，而不同的功能障碍临床处

理是不同的［２２］。 因此，应用 Ｔｅｉ 指数结合三尖瓣环

位移和右心室面积变化分数可更为敏感、准确的评

价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右心功能。
本研究表明，Ｔｅｉ 指数作为一种较为简便、易行

的临床超声心动图指标，不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结
合三尖瓣环位移和右心室面积变化分数，可较为准

确可靠的评价胎儿 Ｅｂｓｔｅｉｎ 畸形的右心功能，有助于

预后评估、围产期咨询和管理以及为临床干预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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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１２⁃１７ 收稿）

·读者·作者·编者·

《心肺血管病杂志》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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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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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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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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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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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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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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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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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文稿，２ 年内拒绝在心肺血管病杂志上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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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编辑部

８０３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第 ３５ 卷第 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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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项目（２０１１Ｄ００３０３４０００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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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影像科

∗现工作单位：１００００７ 北京市第六医院 放射科（赵春荣）
通信作者：徐磊，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心血管影像诊断。 Ｅ⁃ｍａｉｌ：ｌｅｉｘｕ２００１＠ ａｌｉｙｕｎ． ｃｏｍ

·临床论著·

低管电压结合迭代重建成像对冠状动脉支架
评价的心脏体模研究

赵春荣　 徐 磊　 范占明　 杨 琳　 陆东旭

　 　 ［摘要］ 　 目的：利用心脏动态体模，评价低管电压结合迭代重建（ ＩＲ）成像对冠状动脉支架评价的

可行性及可靠性。 方法：利用体外心脏动态模型及带支架模拟冠状动脉 １２ 条（每条支架内分别放置阶

梯状有机玻璃以模拟无狭窄及 ２５％ ，５０％ ，７５％ 狭窄），模拟心率 ５８ ～ ６２ 次 ／ ｍｉｎ，在固定对比剂 ＣＴ 值

４００ Ｈｕ 下，用 ８０ ｋＶ，１００ ｋＶ，１２０ ｋＶ 扫描，８０ ｋＶ 和 １００ ｋＶ 采用 ＩＲ 成像，１２０ ｋＶ 采用滤波反投影（ＦＢＰ）
成像。 比较图像质量。 与实际狭窄对照，比较诊断显著狭窄准确性，ＩＲ 和 ＦＢＰ 支架内径显示比较。 比

较辐射剂量和碘浓度。 结果：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图像质量客观评价指

标（支架内 ＣＴ 值、噪声、信噪比及对比噪声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与真实狭窄比较，三组支

架内显著狭窄诊断敏感度及阴性预测值均为 １００％ ，特异度 ９１ ６７％ ～ ９５ ８３％ ，阳性预测值 ９２ ３１％ ～
９６ ００％ ，总符合率 ９５ ８３％ ～ ９７ ９２％ ，Ｋａｐｐａ ＝ ０ ９１ ～ ０ ９５。 ＩＲ 与 ＦＢＰ 支架内径值显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ＩＲ 支架内径平均显示率比 ＦＢＰ 提高 ５ ４％ 。 ８０ ｋＶ 组有效辐射剂量 ０ ５１ ｍＳｖ，１００
ｋＶ 组 １ １９ ｍＳｖ，１２０ ｋＶ 组 ２ ０１ ｍＳｖ。 ８０ ｋＶ 组碘浓度 ９ ｍｇ Ｉ ／ ｍＬ，１００ ｋＶ 组 １３ ８５ ｍｇ Ｉ ／ ｍＬ，１２０ ｋＶ 组

１６ ０３ ｍｇ Ｉ ／ ｍＬ。 结论：低管电压结合 ＩＲ 成像可以保证图像质量和诊断准确性，同时明显降低辐射剂量

及碘浓度。 ＩＲ 重建可提高支架内径显示率。
［关键词］ 　 冠状动脉支架；支架内再狭窄；迭代重建；图像质量；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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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皮冠状动脉内介入治疗是冠心病治疗最有效

的手段之一，但研究显示使用金属裸支架再狭窄发

生率为 １１％ ～ ４０％ ，即使采用药物洗脱支架，其再

狭窄的发生率仍不可忽视［１］，因此术后随访评估支

架显得尤为重要。 冠状动脉 ＣＴ 血管造影（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Ｔ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ＣＴＡ）在评价支架通畅性方面有重

要价值［２］。 但 ＣＴ 电离辐射风险已受到广泛关

注［３］。 目前多种低剂量技术应用于 ＣＣＴＡ，其中降

低管电压可使辐射剂量显著降低，同时有降低碘负

荷的优势，有可能降低对比剂肾病的风险 ［４］，但采

用低管电压导致图像噪声及线束硬化伪影增加，与
滤波反投影（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ｂａｃｋ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ＢＰ）相比，迭代

重建（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Ｒ） 可以降低图像噪

声，减少线束硬化伪影，有提高图像质量并降低辐射

剂量的潜在作用［５⁃７］。 ＩＲ 在支架显示方面有一定优

势，但还需进一步研究验证［８］。 本研究通过心脏体

模试验评价低管电压结合 ＩＲ 对冠状动脉支架应用

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１）模拟冠状动脉：中空有机玻

璃管构成，管壁厚 １ｍｍ，长 ５０ｍｍ，内径 ３ ５ｍｍ，
４ ０ｍｍ 各 ６ 条，共 １２ 条，其内放置贴壁支架（北京

恒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Ｌ６０５ 钴铬合金裸支架，支架

壁厚 ０ １ｍｍ，长 ２８ｍｍ，外径 ３ ５ｍｍ，４ ０ｍｍ 两种），
每条支架内放置阶梯状有机玻璃以模拟无狭窄及

２５％ ，５０％ ，７５％狭窄。 狭窄材料均为半圆弧形有机

玻璃，圆弧面紧贴支架壁，不同狭窄在切线位上呈阶

梯状。
（２）心脏动态模型： ＦＹＣ ＦＵＹ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提

供。 分三部分：①动力部分：接受信号，模拟心动周

期内三个期相（快速泵血期，快速充盈期和慢速充

盈期）；②解剖形态模拟部分：模拟心室和模拟冠状

动脉构成。 心室由弹性胶膜构成，外壁挂内径

３ ５ｍｍ，４ ０ｍｍ 冠状动脉各 ６ 条③控制部分：采用和

心电门控偶联触发电路，产生与心动周期一致控制

信号从而控制模型运动部分；可设定不同心率和

心律。
２． 仪器和扫描方法 　 西门子二代双源 ＣＴ 机

（ｓｏｍａｔｏｍ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ｆｌａｓｈ，ｓｉｅｍ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ｇｅｒｍａ⁃
ｎｙ）及全套应用软件。 对比剂采用碘海醇（ Ｉｏｈｅｘ⁃
ｏｌ３５０，３５０ ｍｇ Ｉ ／ ｍＬ， Ｇ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０ ９％ 氯化钠

液稀释，注入管内及支架内前将对比剂稀释成 ＣＴ
值 ４００ Ｈｕ（８０ ｋＶ、１００ ｋＶ、１２０ ｋＶ 下），ＣＴ 值浮动范

围 ± ５ Ｈｕ。 Ｘ 线管旋转时间 ０ ２８ ｓ，准直 ２ｍｍ ×
６４ｍｍ ×０ ６ ｍｍ，管电流 ３００ ｍＡｓ。 采用前瞻性心电

门控序列扫描，采集期相 ６０％ ～ １００％ ，扫描范

围 ３ ８４ｃｍ。
３． 图像后处理 　 重建期相 ９０％ Ｒ⁃Ｒ 间期。 ８０

ｋＶ、１００ ｋＶ 结合 ＩＲ（迭代强度 ３，Ｉ４６ｆ），１２０ ｋＶ 结合

ＦＢＰ（Ｂ４６ｆ）。 层厚 ０ ６ ｍｍ，间隔 ０ ４ ｍｍ。 数据传

输至西门子后处理工作站 （ ＳｙｎｇｏＭｕｌｔｉ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ｃｅ，ＣＴ ２０１１Ａ），应用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及 ３Ｄ 软件

进行容积再现、多平面重组及轴位成像。
４． 图像分析 　 （１）图像质量主观评价：两名影

像医师（５ 年以上工作经验）独立评分。 评分分 ３ 个

等级：１ 分：支架轮廓边界清楚连续，支架内腔清晰

可辨；２ 分：支架轮廓边界稍模糊，少量伪影，支架内

腔尚能分辨；３ 分：支架轮廓边界模糊断裂，支架内

腔完全不规则，伪影严重，无法分辨。 将 １ 分、２ 分

视为可满足诊断图像，３ 分为无法诊断图像。 对不

一致结果由两位医师进行第二次共同阅片，达成一

致意见。
（２）图像质量客观评价：一位影像医师（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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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工作经验）测量支架内 ＣＴ 值及噪声，体模内

０ ９％ 氯化钠液为参照，计算各 ＲＯＩ 信噪比（ ｓｉｇｎ⁃
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ＳＮＲ） 、对比噪声比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ＣＮＲ） ；噪声：平均 ＣＴ 值的 ＳＤ； ＳＮＲ支架 ＝
ＣＴ支架内 ／ ＳＤ０ ９％氯化钠液， ＣＮＲ支架 ＝ （ ＣＴ支架内 －
ＣＴ０ ９％氯化钠液） ／ ＳＤ０ ９％氯化钠液。

（３）诊断准确性主观评价：两位影像医师（５ 年

以上工作经验）分别评价支架狭窄程度（无狭窄、
２５％ 、５０％及 ７５％狭窄），对不一致结果进行第二次

共同阅片，达成一致意见。
（４）支架内径客观评价：支架横断位成像，在无

狭窄处测量支架内径，即支架壁两内缘间线段长度，
支架内径显示率 ＝ （支架内径测量值） ／ （实际直径

值） × １００％ 。

表 ２　 图像质量客观评价（ｘ ± ｓ）
组别 支架内 ＣＴ 值 ／ Ｈｕ 噪声 ／ Ｈｕ 信噪比 对比噪声比 合计

８０ ｋＶ ４８３ ７５ ± ４３ ８６ １７ ５７ ± ４ ６７ ２８ ４１ ± ５ ０６ ２７ ４０ ± ４ ０８ １２
１００ ｋＶ ４８５ ７８ ± ２３ ４３ １６ ２５ ± ２ ６５ ３０ ３１ ± ４ ０１ ２９ ３７ ± ５ ２３ １２
１２０ ｋＶ ４７０ ３８ ± ２８ ９７ １４ ６３ ± ４ ７４ ３２ ５７ ± ６ ２８ ３１ ５０ ± ５ ７１ １２
Ｆ 值 ０ ３１５ ０ ９２１ ２ ６５６ ２ ２６６ —
Ｐ 值 ０ ７７２ ０ ３４７ ０ １０３ ０ １８５ —

表 ３　 诊断试验评价

组别 敏感度 ／ ％ 特异度 ／ ％ 阳性预测值 ／ ％ 阴性预测值 ／ ％ 总符合率 ／ ％ Ｋａｐｐａ 值

８０ｋＶ １００． ０（２４ ／ ２４） ９１ ７（２２ ／ ２４） ９２ ３（２４ ／ ２６） １００． ０（２２ ／ ２２） ９５ ８ ０ ９１
１００ｋＶ １００ ０（２４ ／ ２４） ９１ ７（２２ ／ ２４） ９２ ３ （２４ ／ ２６） １００． ０（２２ ／ ２２） ９５ ８ ０ ９１
１２０ｋＶ １００ ０（２４ ／ ２４） ９５ ８（２３ ／ ２４） ９６ ０（２４ ／ ２５） １００ ０（２３ ／ ２３） ９７ ９ ０ ９５

５． 辐射剂量及碘浓度计算　 记录 ＣＴ 机自动生

成的容积 ＣＴ 剂量指数 ＣＴＤＩｖｏｌ（ｍＧｙ） 及剂量长度

乘积 ＤＬＰ（ｄｏｓ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ＬＰ，ｍＧｙ × ｃｍ）。 根

据 ＥＤ ＝ ＤＬＰ × ｋ 计算有效剂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ｏｓｅ，ＥＤ），
ｋ 值参考欧盟委员会质量标准指南，ｋ ＝ ０ ０１４ｍＳｖ ／
（ｍＧｙ． ｃｍ）。

碘浓度（ｍｇ Ｉ ／ ｍＬ） ＝ 碘总量（ｍｇ） ÷ 稀释对比

剂总剂量（ｍＬ）
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分析。 计量

资料以均值 ±标准差表示，应用随机区组方差分析

评价图像质量客观指标，应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评价

ＦＢＰ 与 ＩＲ 方法。 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比表示，应
用卡方检验。 与真实狭窄程度比较，评价支架内再

狭窄诊断准确性。 Ｋａｐｐａ ＞ ０ ８ 代表一致性很好，
０ ４ ～ ０ ８ 代表中等， ＜ ０ ４０ 代表较差。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根据数据（表 １），不同

ｋＶ 图像质量 Ｘ２ ＝ ０ ６８６，Ｐ ＝ ０ ７１０，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表 １　 图像质量主观评分 ［ｎ（％ ）］
　 组别 支架数 优（１ 分） 中（２ 分） 差（３ 分）
８０ ｋＶ １２ ６（５０ ０） ６（５０ ０） ０
１００ ｋＶ １２ ７（５８ ３） ５ （４１ ７ ） ０
１２０ ｋＶ １２ ８（６６ ７） ４ （３３ ３ ） ０
合计 ３６ ２１ （５８ ３） １５ （４１ ７ ） ０

　 　 ２． 图像质量客观评价：重建图像见图 １。 应用

随机区组方差分析得支架内 ＣＴ 值 Ｆ ＝ ０ ３１５、噪声

Ｆ ＝ ０ ９２１、信噪比 Ｆ ＝ ２ ６５６、 对比噪声比 Ｆ ＝
２ ２６６，Ｐ 值均 ＞ ０ ０５（表 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图 １　 ８０ｋＶ、１００ｋＶ 结合 ＩＲ 与 １２０ｋＶ 结合 ＦＢＰ 示意图

３． 诊断准确性主观评价：与真实狭窄比较（表
３），应用诊断试验评价显著狭窄（狭窄≥５０％ ）：各
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总符合

率、Ｋａｐｐａ 值为：８０ｋＶ 组 １００％ ，９１ ６７％ ，９２ ３１％ ，
１００％ ，９５ ８３％ ， ０ ９１； １００ｋＶ 组 １００％ ， ９１ ６７％ ，
９２ ３１％ ，１００％ ， ９５ ８３％ ， ０ ９１； １２０ｋＶ 组 １００％ ，
９５ ８３％ ，９６ ００％ ，１００％ ，９７ ９２％ ，０ ９５。

４． 支架内径客观评价：ＩＲ 内径平均显示率比

ＦＢＰ 提高 ５ ５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见
表 ４。

５． 辐射剂量及碘浓度评价： ８０ ｋＶ 组有效辐射

剂量 ０ ５１ ｍＳｖ，１００ ｋＶ 组 １ １９ ｍＳｖ，与 １２０ ｋＶ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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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１ ｍＳｖ）比较，１００ ｋＶ 组降低 ４０ ８％，８０ ｋＶ 组降

低 ７４ ６％。，８０ ｋＶ 组碘浓度 ９ ｍｇ Ｉ ／ ｍＬ，１００ ｋＶ 组

１３ ８５ｍｇ Ｉ ／ ｍＬ，与 １２０ ｋＶ 组（１６ ０３ ｍｇ Ｉ ／ ｍＬ）比较，
１００ ｋＶ 组降低 １３ ６％，８０ ｋＶ 组降低 ４３ ９％（表 ５）。

表 ４　 　 支架平均内径与平均显示率比较（ｘ ± ｓ）
项目 ＦＢＰ ＩＲ ｔ 值 Ｐ 值

平均内径显示值 ／ ｍｍ １ ４３ ± ０ ０３ １ ６３ ± ０ ０２ － １８７ ４９２ ０ ０００
平均内径显示率 ／ ％ ３７ ７３ ４３ ３１ － －

表 ５　 辐射剂量及碘浓度比较

　 组别 ８０ｋＶ １００ｋＶ １２０ｋＶ
ＣＴＤＩｖｏｌ ／ （ｍＧｙ） ９ ４８ ２２ ０５ ３７ ３３
ＤＬＰ ／ （ｍＧｙ ｃｍ） ３６ ４０ ８４ ７０ １４３ ４０
ＥＤ ／ （ｍＳｖ） ０ ５１ １ １９ ２ ０１
碘浓度 ／ （ｍｇ Ｉ ／ ｍＬ） ９ ００ １３ ８５ １６ ０３

讨　 论

本研究显示低管电压（８０ ｋＶ、１００ ｋＶ）结合 ＩＲ
与 １２０ ｋＶ 结合 ＦＢＰ 成像主观评分无显著差异，低
管电压结合 ＩＲ 能够达到图像诊断标准且不降低支

架内狭窄诊断准确性，故在扫描条件相同下，可选择

低管电压结合 ＩＲ 成像，这样可以减少辐射剂量及碘

负荷。
三种管电压下实测支架内 ＣＴ 值均高于注入前

对比剂 ＣＴ 值（４００Ｈｕ），分析其原因，考虑由于金属

支架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效应造成测量值升高，但不影响组间

比较。 图像质量客观评价指标无统计学差异，因设

计在 ３ 种电压下稀释液均达到 ４００ Ｈｕ 左右，故组间

支架内 ＣＴ 值无明显差异。 理论上降低管电压会使

噪声增大，但因结合了 ＩＲ，实测噪声与 １２０ ｋＶ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说明 ＩＲ 降低了噪

声，故与 １２０ ｋＶ 结合 ＦＢＰ 比较，信噪比及对比噪声

比也无统计学差异。 但因 ８０ ｋＶ、１００ ｋＶ 都用了 ＩＲ，
本组研究中 ８０ ｋＶ 组噪声高于 １００ ｋＶ 组，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与真实狭窄比较，３ 种管电压下显著狭窄诊断

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总符合

率及 Ｋａｐｐａ 值均很高，诊断准确度接近，故低管电压

结合 ＩＲ 成像不降低主观狭窄判断准确性，依然能达

到诊断标准。 故在扫描条件相同下，选择低管电压

结合 ＩＲ 诊断支架内狭窄具有可靠性。
近年来 ＩＲ 用于冠状动脉研究，对提高图像质

量或降低辐射剂量有重要价值［９⁃１２］ 。 本研究显示

低管电压结合 ＩＲ 能很好显示支架内腔，内径显示

值更接近真实支架内径。 理论上低管电压会提高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效应，不利于支架内腔显示，本研究显示

低管电压结合 ＩＲ 对管腔显示优于高管电压结合

ＦＢＰ，说明 ＩＲ 可以减少线束硬化伪影，提高图像质

量。 Ｍａｈｎｋｅｎ 等［１３］研究表明，在 ＣＴ 冠状动脉支架

成像中，ＩＲ 可锐化显示支架壁结构，从而降低金属

伪影。 Ｅｉｓｅｎｔｏｐｆ 等［８］ 研究也表明，在冠状动脉支

架成像中 ＩＲ 优于 ＦＢＰ 图像。 因此，ＩＲ 在 ＣＣＴＡ 支

架成像中可以优化显示支架及内腔，同时可大大

降低辐射剂量。
降低管电压不仅能降低辐射剂量，亦能减少碘

对比剂用量，这是因为低管电压扫描能增强光电效

应，减少康普顿散射，Ｘ 线束中平均光子能量更接近

碘的吸收阈值，提高碘对比剂 ＣＴ 值，增加血管腔与

周围组织对比度［１４］，为减少对比剂用量提供了可

能。 本研究证实在降低辐射剂量的同时可以降低碘

浓度，与 １２０ｋＶ 组碘浓度比较，１００ ｋＶ 组降低了

１３ ６０％ ，８０ ｋＶ 组降低了 ４３ ８６％ ，在降低辐射风险

的同时可以减少碘对比剂对受检者带来的不良反应

及并发症。
本研究有一定局限性，样本量偏小，有待增加样

本量进一步研究。 模拟冠状动脉并非真实血管和狭

窄，真实狭窄可能存在表面不规则，分布及密度不均

匀，故在实测当中可能需要不断调整窗宽窗位、通过

各个角度对比来避免测量偏差，以提高支架内再狭

窄诊断的准确性。
总之，低管电压（８０ ｋＶ、１００ ｋＶ）结合 ＩＲ 与 １２０

ｋＶ 结合 ＦＢＰ 成像质量相当，不降低支架内狭窄诊

断准确性，但可以显著降低辐射剂量及碘负荷。 ＩＲ
能降低线束硬化伪影及支架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效应，提高支

架内径显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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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护理·

经导管左心耳封堵术围术期护理

付佳青　 马 萍　 李 立　 黄连军

　 　 ［摘要］ 　 目的：总结经导管左心耳封堵术预防心房颤动血栓栓塞患者的围术期中护理要点。 方

法：查阅文献并分析护士在左心耳封堵术的护理配合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术前参加病例讨论，访视患者，
了解患者病情，做好心理护理，取得患者及家属的配合；术中备齐所需物品、急救设施。 熟练掌握手术中

的每一个操作步骤，了解手术进程，与手术医生密切配合，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及时处理并发症；术后加

强穿刺部位的护理和各种并发症的观察和护理，完善出院指导，加强随访工作以确保手术取得满意效

果。 结果：８ 例患者均被成功完成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左心耳封堵系统置入，手术时间 １２０ ～ １８０（１５０ ± ３０）ｍｉｎ。
术中食道超声监测均提示封堵器位置良好，出院随访至今，患者无血栓栓塞及出血事件发生。 结论：经
导管左心耳封堵术是我科开展的一项新技术，护士不仅要全面了解左心耳封堵治疗过程，更应将所学知

识应用于临床实践，对患者实施系统的整体护理，加强医护患关系密切合作，提高临床技能并促进患者

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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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颤动患者具有较高的血栓栓塞发生风

险［１］。 血栓栓塞并发症是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
口服抗凝药物是预防心房颤动患者血栓栓塞事件的

有效治疗方法。 然而，口服抗凝药物有效治疗窗窄，
出血风险高，需长期监测国际标准化比值（ ＩＮＲ）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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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患者依从性差，增加医疗花费；另外，对于少部

分患者，存在口服抗凝剂禁忌。 研究表明，心房颤动

患者的血栓 ９０％ 来自左心耳［２］。 左心耳封堵术

（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ｆｔ ａ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ｅｎｄａｇｅ， ＰＣ⁃
ＬＡＡ） 是通过封堵或结扎左心耳来预防心房颤动的

血栓栓塞（尤其是缺血性卒中）的方法。 由于创伤

小、闭塞成功率高、并发症相对较少，ＰＣＬＡＡ 作为一

种替代治疗用于预防心房颤动患者血栓栓塞事

件［３］。 我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开始临床应用 Ｗａｔｃｈ⁃
ｍａｎ 左心耳封堵器置入术。 相较于其它介入治疗，
左心耳封堵技术复杂，需要较多的护理配合及护理

治疗，本研究将就此作一总结。

资料与方法

１ 患者资料　 我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成功完成 ８ 例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左心耳封堵器置入术。
其中男性 ５ 例，女性 ３ 例；年龄 ６０ ～ ８０ 岁，平均 ７０
岁；心房颤动病史 ２ ～ ３２ 年。 ３ 例合并高血压，病程

６ ～ ３０ 年， 平均 １８ 年。 最高血压 １９０∕１１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高血压 ３ 级，极高危。 １ 例陈

旧脑出血，４ 例合并脑梗死，１ 例合并冠心病，１ 例患

者行升主动脉人工血管置换术后。 本组患者均为高

血栓栓塞风险、抗凝治疗高出血风险患者。
２ 治疗方法　 （１） 麻醉方法 ８ 例患者均采用

全身麻醉（气管插管）。 麻醉医生右侧桡动脉置管

监测动脉血压，诱导麻醉成功后置入食道超声探头

并调整好位置进行术中监测。 术中持续监测心电

图、血压和血氧饱和度． 麻醉维持采用异丙酚 ２ ～
４ｍｇ·ｋｇ － １·ｈ － １，间断或手术结束前 ５ｍｉｎ 逐渐减量直

至手术结束停用异丙酚。
（２） 手术方法 常规消毒铺巾，穿刺右侧股静

脉，穿刺成功后肝素化每公斤体质量 ８０ ～ １００Ｕ， 术

中监测 ＡＣＴ。 置人 ＳｗａｒｔｚＬ１ 长鞘至上腔静脉，在透

视及食道心脏超声指引下行房间隔穿刺，房间隔穿

刺成功后测量左房压。 如左心房压 ＜ １０ 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要求快速补液，使左心房压

升高至 １０ ｍｍＨｇ 以上，以使左心房及左心耳充分充

盈，便于准确测量左心耳口部直径的大小［４］，送入

Ａｍｐｌａｔｚ Ｓｕｐｅｒ Ｓｔｉｆｆ Ｊ⁃ＴＩＰ 长 导 丝 （ ０ ０３５ｃｍ ×
２６０ｍｍ），沿导丝送入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双弯导引鞘（１４Ｆ）
后撤出导丝后送入猪尾导管至 ＬＡＡ 内，ＲＡＯ３０°、
ＣＡＵ２０°下行 ＬＡＡ 造影，造影后测量 ＬＡＡ 口直径，撤
出猪尾导管后送入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ＬＡＡ 封堵器，再次监

测 ＡＣＴ。 ＬＡ 造影示封堵器位置可，无残余血流，

ＴＥＥ 观察 ＬＡＡ 口无交换血流，封堵器张开，牵拉试

验无异常后释放封堵器，局部穿刺点压迫止血后结

束手术，患者返回 ＣＣＵ 监护。
３． 护理　 （１）术前充分评估、做好应急准备　

本组患者均为血栓栓塞及抗凝治疗出血的高风险人

群，而 ＰＣＬＡＡ 能有效预防血栓栓塞且术后无需终身

抗凝，患者对此手术抱有极大希望，但由于是一项介

入新技术，故又心存疑虑， 护士术前一天访视患者，
与患者和家属沟通，结合图片简要介绍手术经过及

注意事项，告知左心耳封堵术治疗的最新进展，以及

该项手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及疗效等。 使患者及家

属对手术治疗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并做好相应的

心理准备。 ２ 名巡回护士参加由心内科、心外科、超
声科、麻醉科、及时组织进行病例讨论，分析各种可

能出现的风险及并发症，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力
求将手术风险降至最低。 根据每位患者的情况制定

相应的护理计划及措施，保证安全护理。 由于术中

需要全麻和 ＴＥＥ，嘱患者要在术前 ８ｈ 内禁食水。
仪器物品准备　 ① 常规物品准备包括 １８Ｇ 穿

刺针，６Ｆ、 ８Ｆ、 １１Ｆ 动脉鞘，三环注射器、三联三通、
５０ｍＬ 螺旋口注射器、压力传感器装置、Ａｍｐｌａｔｚ Ｓｕ⁃
ｐｅｒ Ｓｔｉｆｆ Ｊ⁃ＴＩＰ 长导丝（０ ０３５ｃｍ × ２６０ｍｍ）、猪尾造

影导管。 ②房间隔穿刺系统： 包括房间隔穿刺针及

其配套鞘管。 ③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ＴＭ 封堵器及输送系

统。 ④急救物品包括除颤器、临时起搏器、吸痰管、
吸引器装置、氧气等处于应急备用状态并保证性能

正常。 因左心耳封堵术有发生封堵器脱载及急性心

脏穿孔的风险，需要准备抓捕套件、心包穿刺套件等

特殊急救器械。 术中备好激活全血凝固时间（ＡＣＴ）
测试仪和微量泵等设备。

（２）术中护理　 ①麻醉及放置超声探头的配合

８ 例手术均为全身麻醉，协助患者去枕平卧于造影

床上，约束带固定患者双上肢、双下肢，防止坠床等

不良事件的发生。 导管室温度恒定在 ２３ ～ ２５℃，注
意为患者保暖，将中单盖于患者胸前。 连接肢导心

电图，氧饱和度指夹测定血氧饱和度。 １８Ｇ 静脉留

置针行静脉穿刺（肘正中静脉或贵要静脉）保证输

液通畅， 以便随时根据病情应用药物。 协助麻醉医

生行气管插管，麻醉后建立 １ 条中心静脉通道（颈
内静脉或锁骨下静脉），必要时可通过中心静脉通

道补充血容量。 放置好自动除颤电极片，连接除颤

器，备好石蜡油协助超声医生在患者全身麻醉后，置
入 ＴＥＥ 探头，多角度进行左心耳测量，确定左心耳

口径及深度。 ②与术者默契配合，确保手术顺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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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ＰＣＬＡＡ 技术在我科新开展的技术，护士通过术

前参加病例讨论了解手术方案，分析术中可能出现

的并发症，制定应急措施，熟练掌握手术中的每一个

操作步骤， 根据操作步骤及术中造影及 ＴＥＥ 测量结

果备好型号适合的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ＴＭ导引系统扩张鞘，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ＴＭ 封堵器。 手术起始预补液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ｍＬ，抗生素头孢呋辛抗炎治疗。 术中医生的

注意力集中在控制导管和影像上，由于介入导管的

操作损伤、手术对心肌的牵拉或心肌的水肿可能导

致手术相关的心律失常，如房室传导阻滞［５］，手术

过程中护士均着铅衣在手术间内严密观察心率、心
律、血压及血氧饱和度变化，发现异常及时通知医生

停止操作，配合做好急救处理工作。 ③ＡＣＴ 测量房

间隔穿刺成功后，穿刺鞘管置入左心房，因左心房压

力高，鞘内回流血液淤积，易形成血栓，是术中卒中

的主要原因。 为了预防血液回流入鞘内，避免鞘内

血栓的形成，肝素化 ８０ ～ １００Ｕ ／ ｋｇ，要求每 ３０ｍｉｎ 测

量 ＡＣＴ。 本组患者穿刺右侧股静脉后，测量 ＡＣＴ１００
～ １８０ｓ，左心耳封堵器到位后测量为 ３００ ～ ５０８ｓ，释
放后再次测量 ＡＣＴ３００ ～ ３５０ｓ，ＡＣＴ 始终维持在 ３００ｓ
以上。 ④术中并发症主要包括心包填塞、封堵器脱

落、气体栓塞、房室传导阻滞及瓣膜受损等。 文献报

道，心包填塞常发生于操作过程中导丝、导管、器械

机械性损伤心房室壁造成心脏穿孔有关。 本组患者

无心包填塞发生，与技术操作规范、器械选择合适、
术者经验丰富等有关。 一旦出现心包填塞应立即处

理，必要时外科手术治疗［６］。 术中连续监测心率、
血压、血氧饱和度，警惕传导阻滞的发生，一旦发现

血压下降，心率减慢，传导阻滞应立即通知术者停止

操作采取相应的措施。 患者血压术中维持在 １３０ ～
１５０ ／ ８０ ～ ９０ｍｍＨｇ， 血氧饱和度始终维持在 ９８ ～
１００％ ，未发生此类并发症。

（３）术后护理 　 患者在完成左心耳封堵，等待

苏醒期间，护理人员需要继续监护生命体征。 我们

通常在导管室需要继续监测 ３０ｍｉｎ 后，以排除术中

并发症及麻醉意外的可能，直至将患者送回 ＣＣＵ 监

护病房。 注意观察穿刺部位， 虽然穿刺的是静脉，
但经股静脉的鞘管较粗，另外进行房间隔穿刺后要

全身肝素化，因此应该注意观察伤口局部有无组织

张力增高，警惕穿刺点出血。 术毕拔管后局部按压

止血 ５ ～ １０ ｍｉｎ，确认穿刺处无出血后，加压包扎 ６
ｈ。 术后绝对卧床休息，穿刺侧肢体制动 ６ ｈ，嘱患者

避免用力咳嗽、坐起等增加腹内压的动作。 密切观

察穿刺肢体足背动脉搏动、皮肤温度、颜色及感觉变

化。 由于患者全麻下气管插管和 ＴＥＥ，术后咽喉部

如有不适或疼痛，或出现声音嘶哑，可在短时间内好

转，不必紧张。 嘱患者术后 ２ｈ 内禁食水，之后可先

进少量流食，如无不适，可正常饮食。 心脏组织大概

需要 ４５ｄ 来恢复。 在此期间，患者应根据医嘱继续

服用华法令和阿司匹林进行抗凝药物治疗。 术后第

４５ｄ 门诊复查，进行食道超声检查来确认左心耳封

堵器已完全贴合。 一旦停用华法令，需要开始每天

使用氯吡格雷 ７５ｍｇ 和阿司匹林 ６ 个月，之后终生

服用阿司匹林。 定期到心房颤动专科门诊复查监测

ＩＮＲ，保证 ＩＮＲ 在 ２ ０ ～ ３ ０ 之间。 出院一周内应避

免提举重物，避免剧烈活动，低盐低脂饮食，避免食

用刺激性食物，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适当运动，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就诊，定期复查心脏彩超，需要时

进行心脏及周围血管 ＣＴ 重建，以及早发现远期并

发症，进行相应的处理。

结　 果

８ 例患者均被成功完成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 左心耳封堵

系统置入，手术时间 １２０ ～ １８０ｍｉｎ，平均（１５０ ± ３０）
ｍｉｎ。 术中食道超声监测均提示封堵器位置良好，未
见明显心包积液及封堵器脱载等相关并发症，住院

天数 ４ ～ １１ｄ，平均（７ ５ ± ３ ５） ｄ。 出院后，嘱患者

４５ｄ 内继续口服华法林，每日监测 ＩＮＲ，设定 ＩＮＲ 目

标值为 ２ ０ ～ ３ ０， 阿司匹林 １００ｍｇ。 术后第 ４５ｄ 门

诊复查经食道超声心动图，见左心耳位置形态正常，
未见残余分流，停用华法林，改为阿司匹林 １００ｍｇ
口服。 出院随访至今，患者无血栓栓塞及出血事件

发生。

讨　 论

１． 随着年龄的增加，心房颤动的发病率越来越

高，６０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 ＞ １％ ， ７０ 岁以上人群发

病率 ＞ ５％ ， ８０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 ＞ １０％ ，年龄每

增加 １０ 岁，心房颤动的发病率增加 ２ 倍［７⁃８］，高龄是

心房颤动的高危因素，老年患者又是心房颤动的主

要群体。 而缺血性脑卒中作为心房颤动最主要的并

发症之一，对于老年患者的危害更为显著［１］ 在此背

景下，左心耳封堵术势必成为一种主要的心脏介入

技术。 但是，相较于其它心脏介入手术，左心耳封堵

术操作步骤多，操作技术难度大；术中不仅需要介入

科室，而且需要麻醉、超声与心脏科医生的协同才能

完成。 在此过程中，合理的护理配合及护理治疗是

成功治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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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于护理人员　 为了完成好护理配合及护理

治疗，需要充分了解手术过程及手术细节。 为达此

目的，要求护理人员在手术前向医生了解及学习手

术过程（观看教学视频多有提供）。 这样有助于器

械、设备及药物的提前准备。 左心耳封堵手术前需

要全身麻醉，全身麻醉后需要置入食管超声，置入食

管超声后需要股静脉及房间隔穿刺进入左心房，进
入左心房后才能通过专用的输入装置将左心耳封堵

器置入左心耳内。 基于这些手术过程，护理人员需

要做好以下工作。
３ 场地布局　 因为本手术是涉及介入科、麻醉

科、超声科及心脏科多科室的联合手术，而介入科导

管室的布局已经确定，需要重新引入的临时设备包

括麻醉机，超声机，心电血压监护。 为避免移动导管

床时碰撞上述设备和影响术者视野，护理人员应提

前进场清除其它不必要的设备，合理规划各种设备

的位置。
４． 患者准备　 确认患者完成术前准备，包括禁

饮食，术前用药及皮肤准备。 因多为老年患者，做好

沟通及心理疏导，协助患者进入导管室并采用约束

带将患者在导管床固定起来。 器械准备。 根据上述

手术过程，护理人员需要提前准备静脉穿刺器械，房
间隔穿刺器械及左心耳封堵器械。 因为左心耳大小

因人而异，术中需要准备尺寸不同的左心耳封堵装

置。 我院心脏科医生通常在术前行心脏 ＣＴ 检查了

解左心耳大小及结构，护理人员通过术前查询报告，
准备尺寸最适宜的左心耳封堵装置。

５． 术中的护理配合及护理治疗　 除了根据手术

进程提供手术协助之外，护理人员需要特别协助麻

醉医生做好麻醉管理，监护心电、血压及血氧饱和

度。 同时，因术中全程置入食管超声及气管插管，因
为导管床的移动，应特别注意二者的固定，防止相互

碰撞。 当发现上述插入设备位置改变、长轴扭曲时，
应及时提醒医生，做好调整，避免食管及气管的机械

性损伤。 左心耳封堵的最大风险是心脏穿孔导致的

心脏压塞，生命体征的密切监护有助于早发现并发

症。 房间隔穿刺成功后，穿刺鞘管置入左心房，因左

房压力高，鞘内回流血液淤积，易形成血栓，是术中

卒中的主要原因。 为避免鞘内血栓的形成，我们采

用微量注射泵 ２０ｍＬ ／ ｈ 持续灌注 １∶ １肝素，预防血液

回流入鞘内，避免鞘内血栓的形成。
总之，护士不仅要全面了解左心耳封堵治疗过

程，更应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对患者实施系

统的整体护理，加强医护患关系密切合作，提高临床

技能和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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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卡维地洛通过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信号通路
对 Ｈ９ｃ２ 缺氧 ／ 复氧损伤的保护

习明明　 刘 晶　 邹 莺　 杭 涛　 汤 沂　 谢 亮　 李言明　 宫剑滨

　 　 ［摘要］ 　 目的：研究卡维地洛预处理对缺氧 ／复氧诱导的大鼠心肌细胞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对大鼠心肌细胞株（Ｈ９ｃ２）进行缺氧 ／复氧（６ｈ ／ ２ｈ），模拟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将 Ｈ９ｃ２ 细胞随

机分成四组：正常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缺氧 ／复氧组（Ｈ ／ Ｒ 组）、缺氧 ／复氧 ＋ 卡维地洛预处理组（Ｈ ／ Ｒ ＋
ＣＡＲ 组）、缺氧 ／复氧 ＋卡维地洛 ＋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阻滞剂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组（Ｈ ／ Ｒ ＋ ＣＡＲ ＋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组）；分别采

用 ＭＴＴ 法检测心肌细胞活力，流式细胞仪法检测心肌细胞活性氧（ＲＯＳ）水平，Ｗｅｓｔｅｒｎ 免疫印迹法检测

心肌细胞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ｐ⁃ＡＫＴ、ｐ⁃ＧＳＫ３β 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与正常组相比，Ｈ ／ Ｒ 组细胞活力下降，ＲＯＳ
水平升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表达明显增多；经卡维地洛预处理后，细胞活力明显提高、ｐ⁃ＡＫＴ、ｐ⁃ＧＳＫ３β 磷酸化

水平较 Ｈ ／ Ｒ 组显著增加，ＲＯＳ 水平明显降低，而加入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阻滞剂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后卡维地洛的上述作

用显著减弱。 结论：卡维地洛预处理能显著减轻缺氧 ／复氧诱导的心肌细胞损伤，对心肌细胞具有明显

的保护作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激活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通路而提高 ＡＫＴ、ＧＳＫ３β 磷酸化水平，减
少 ＲＯＳ 产生，增加细胞的活性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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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ｏｎｉｎｇ； Ｈｙｐｏｘｉａ ／ ｒｅｏｘｙｇｅｎｔｉｏｎ； Ｈ９ｃ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ＭＩＲＩ）目前仍是心血管内科临床

实践的一大重要难题［１⁃２］。 缺血再灌注过程中，心
肌细胞表面 α、β 受体大量表达引起心肌细胞胞内

ＲＯＳ 产生增多、心肌细胞大量凋亡［３］。 ＭＩＲＩ 引起的

心肌细胞凋亡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大量研究

发现缺血预适应是一种强有效的心肌保护方式，然
而它毕竟是一种损伤的过程，且缺血预适应的最佳

时间和安全时限等问题仍未达成统一的共识［４］。
因此人们把研究方向转向药物预处理，通过药物激

发体内内源性的防御体系，增强机体耐受缺血再灌

注能力，缩小心肌损伤面积，提高预后，减轻由 ＭＩＲＩ
引起的左心室重塑和进行性心力衰竭［５］。

药物预处理模拟缺血预处理和缺血后处理，可
以激活内源性的保护机制，包括 ＰＫＣ、ＰＫＧ、ＰＫＡ，
ＭＡＰＫ 家族成员（Ｅｒｋ１ ／ ２， ｐ３８， ＪＮＫ， 和 ＢＭＫ１），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通路以及 ＪＡＫ⁃ＳＴＡＴ 通路，这些信号通路

统称再灌注损伤挽救激酶信号通路（ＲＩＳＫ） ［６］。 有

学者报道药物预处理可以激活 ＲＩＳＫ 进而发挥心肌

保护作用［７］。 其中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信号通路具

有多重保护性的调控作用，如减少细胞凋亡、调节糖

原合成以及调控葡萄糖的转运等。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信号通路的激活主要表现为相关靶点的磷

酸化，其磷酸化水平越高，抗细胞凋亡作用越强，发
挥抗 ＭＩＲＩ 作用就越强［８］。 而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是天冬氨

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激酶家族， 在各种程序启动

的凋亡程序中起到中枢作用，其表达的强弱直接反

映组织、细胞凋亡的水平［９］。
卡维地洛（ＣＡＲ）是一种具有多种附加作用的

第三代 β 受体阻滞药，可非选择性地阻滞 β 受体及

选择性地阻滞 α 受体，临床上主要用于高血压、心
绞痛、和心功能不全的治疗［１０］。 目前多项临床和动

物实验均已证实卡维地洛在防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

伤、抗心肌细胞凋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１１⁃１３］，但是

其对心肌缺血再灌注的机制尚未阐明。 基于此，本
实验通过建立 Ｈ９ｃ２ 心肌细胞缺氧复氧模型，模拟

机体缺血再灌注损伤，研究卡维地洛预处理对缺氧 ／
复氧诱导的大鼠心肌细胞保护作用，并探讨卡维地

洛发挥保护作用与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信号通路激

活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选择　 Ｈ９ｃ２ 心肌细胞系（美国 ＡＴＣＣ 公

司）， ＤＭＥＭ 高糖培养基（美国 Ｇｉｂｃｏ 公司），胎牛血

清（美国 Ｇｉｂｃｏ 公司）， 卡维地洛 （上海经科），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南京建成公司），ＭＴＴ （碧云天生物公

司），Ａｎｎｅｒｘｉｎ Ｖ ＦＩＴＣ 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活性氧

检测试剂盒（碧云天生物公司），兔抗大鼠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抗体（美国 ＣＳＴ 公司），兔抗大鼠磷酸化 ＡＫＴ 抗体

（ｐ⁃ＡＫＴ）（美国 ＣＳＴ 公司），兔抗大鼠磷酸化 ＧＳＫ３β
抗体 （ ｐ⁃ＧＳＫ３βＳｅｒ９ ） （ 美国 ＣＳＴ 公司）， ＧＡＰＤＨ
（１Ａ６）单克隆抗体⁃ＨＲＰ（Ｂｉｏｗｏｒｌｄ 生物公司）

２． 方法 　 （１） Ｈ９ｃ２ 细胞系培养 细胞接种于

２５ｍＬ 培养瓶中，用含 １０％ 胎牛血清（ＦＢＳ）的高糖

ＤＭＥＭ 培养基，３７℃，５％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待细胞

生长融合至 ８０％左右用 ０ ２５％胰酶消化传代 １ 次，
分别接种于 ９６ 孔或 ６ 孔培养板中，取对数生长期细

胞进行实验，正式试验之前用无血清 ＤＭＥＭ 对各组

细胞进行同步化处理。
（２）细胞缺氧 ／复氧（Ｈｙｐｏｘｉａ ／ ｒ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Ｈ ／

Ｒ）模型的构建 建模前预先将三气培养箱参数调至

缺氧（３７℃、９４％ Ｎ２、５％ ＣＯ２ 及 １％ Ｏ２）状态。 配置

缺氧液（ＮａＨ２ＰＯ４ ２ ６ｍｍｏｌ ／ Ｌ、 ＮａＨＣＯ３ ２６ ２ｍｍｏｌ ／
Ｌ、 ＣａＣｌ２ １ ８ｍｍｏｌ ／ Ｌ、 ＭｇＳＯ４ ０ ８ｍｍｏｌ ／ Ｌ、 ＨＥＰＥＳ
２０ １ｍｍｏｌ ／ Ｌ、ＮａＣｌ １１６ ４ｍｍｏｌ ／ Ｌ 及 ＫＣｌ ５ ４ｍｍｏｌ ／
Ｌ），将细胞板内正常培养液换成等量的缺氧液后，
把细胞培养板换至三气培养箱中（９４％ Ｎ２、５％ ＣＯ２、
１％Ｏ２）进行缺氧 ６ｈ 处理，后再将缺氧液换成新鲜

的 １０％ ＦＢＳ ＤＭＥＭ 溶液，在正常培养条件下，复

氧 ２ｈ。
（３）实验分组 将 Ｈ９ｃ２ 细胞分成四组：正常培

养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３７℃、５％ ＣＯ２、９５％ 空气培养箱中

正常培养 ８ｈ；缺氧 ／复氧组（Ｈ ／ Ｒ 组）：按照上述构

建模型；缺氧 ／复氧 ＋卡维地洛组（Ｈ ／ Ｒ ＋ ＣＡＲ 组）：
于缺氧前 ３０ｍｉｎ 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加入终浓度为

０ ２ｕｍｍｏｌ ／ Ｌ 的卡维地洛构建模型；缺氧 ／复氧 ＋ 卡

维地洛 ＋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特异性阻断剂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组

（Ｈ ／ Ｒ ＋ ＣＡＲ ＋ ＬＹ 组）：缺氧前 １ｈ 在无血清培养基

中加入 ２５ｕｍｍｏｌ ／ Ｌ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余后处理同 Ｈ ／ Ｒ ＋
ＣＡＲ 组。

（４）ＭＴＴ 法测定 Ｈ９ｃ２ 细胞活力 将细胞接种于

９６ 孔培养板中，待细胞生长状态良好、融合至 ８０％
左右给予上述不同分组后，每孔中加入 ２０ｕｌＭＴＴ
（５ｍｇ ／ ｍＬ），继续培养 ４ｈ 后，轻轻弃去上层液体，每
孔中加入 ＤＭＳＯ１００ｕｌ，振荡 １０ｍｉｎ 后，采用多功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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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仪检测各孔中吸光度 ＯＤ 值（检测波长 ５７０ｎｍ）。
细胞活力 ＝ （对照组 ＯＤ 值⁃实验组 ＯＤ 值） ／对照组

ＯＤ 值 × １００％ 。
（５）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内活性氧（ＲＯＳ）水平

取经处理过的各组 ６ 孔培养板，轻轻吸去培养基后，
用 ＰＢＳ 清洗 １ 次，加入按 １∶ １０００ 无血清培养液稀释

的 ＤＣＦＨ⁃ＤＡ １ｍＬ，３７℃ 细胞培养箱内孵育 ２０ｍｉｎ，
再用预冷的 ＰＢＳ 轻轻洗涤细胞 ３ 次，用 ０ ２５％ ＥＤ⁃
ＴＡ 胰酶消化贴壁细胞，终止消化，收集于 １ ５ｍＬＥＰ
管中，在 ４℃、１ ０００ｒ ／ ｍｉｎ 条件下离心 ５ｍｉｎ，吸去上

清液后，洗涤 １ 次，再用 ２００ｕＬ ＰＢＳ 缓冲液重悬细

胞，随即流式细胞仪检测（激发波长 ５２５ｎｍ 发射波

长 ４８８ｎｍ）各组细胞阳性率。
（６）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蛋白表达水平 取经处理

的 Ｈ９ｃ２ 细胞以预冷的 ＰＢＳ 洗涤 ３ 次后加入细胞裂

解液（按 １∶ １００ 稀释，使用前 ５ｍｉｎ 配置），每个样品

留取 １０ｕＬ 进行蛋白定量，然后在各样品中添加上样

缓冲液，混匀后放入 １００℃水浴中煮沸 ５ｍｉｎ，使提取

的蛋白充分变性；配置好 １０％ 的分离胶和 ５％ 的浓

缩胶后，进行上样，电泳完成后再用 ３００ｍＡ 恒定电

流进行转膜，转膜过程持续 ９０ｍｉｎ。 于 １０％ 脱脂奶

粉溶液中室温孵育 １ｈ，继续孵一抗过夜，ＴＢＳＴ 缓冲

液清洗 ３ 次后，室温孵育二抗 １ｈ，再次用 ＴＢＳＴ 清洗

３ 次。 加入显色剂，膜与化学发光底物孵育，经化学

发光及荧光影像分析仪曝光显影。 用 ＵＶＰ 软件分

析照片中蛋白的吸光度值 Ａ 值，以靶蛋白 Ａ 值 ／
ＧＡＰＤＨ Ａ 值的比值反映靶蛋白相对水平。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 计

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各组间均数比较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 方法。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卡维地洛对缺氧复氧 Ｈ９ｃ２ 细胞保护作用最

佳浓度确定　 为了确定卡维地洛对 Ｈ９ｃ２ 心肌细胞

缺氧复氧损伤保护作用的最佳浓度，本实验用 ＭＴＴ
法检测心肌细胞活力结果显示（图 １）：与对照组相

比，Ｈ ／ Ｒ 组细胞活力明显下降 ［（１００ ± １０ １） ｖｓ．
（２３ １ ± ５ ５）％ ， Ｐ ＜ ０ ０１］；而卡维地洛预处理组

较 Ｈ ／ Ｒ 组细胞活力明显提高 ［（７３ ４ ± ２１ ４ ），
（７４ １ ± ５ ６），（７３ ２ ± ７ ８） ｖｓ． （２３ １ ± ５ ５）％ ， Ｐ
＜ ０ ０５］，并且 ２０μｍｏｌ ／ Ｌ、２μｍｏｌ ／ Ｌ、０ ２μｍｏｌ ／ Ｌ 的卡

位地洛预处理均能提高心肌细胞活力，而 ２μｍｏｌ ／ Ｌ
的卡维地洛保护作用最明显（Ｐ ＜ ０ ０５）。

图 １　 卡维地洛发挥抗 Ｈ ／ Ｒ 作用最佳浓度确定

注：与对照组相比，∗ Ｐ ＜ ０ ０５；与 Ｈ ／ Ｒ 组相比， ＠ Ｐ ＜ ０ ０５

２．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对卡维地洛预处理的缺氧复氧

Ｈ９ｃ２ 心肌细胞活力的影响　 卡维地洛预处理的 Ｈ ／
Ｒ ＋ ＣＡＲ 组细胞活力明显高于 Ｈ ／ Ｒ 组 ［（７０ ７ ±
８ ４） ｖｓ． （５５ ２ ± ４ ２）％ ， Ｐ ＜ ０ ０５），给予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特异性阻断剂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后，与 Ｈ ／ Ｒ ＋ ＣＡＲ 组

比较，细胞活力明显下降［（５１ ０ ± ４ ３） ｖｓ． （７０ ７
± ８ ４）％ ，Ｐ ＜ ０ ０５］。 Ｈ ／ Ｒ 组与 Ｈ ／ Ｒ ＋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图 ２）。

图 ２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对卡维地洛预处理 Ｈ９ｃ２
抗缺氧 ／ 复氧的影响

注：与对照组相比，∗ Ｐ ＜ ０ ０５；与 Ｈ ／ Ｒ 组

相比，＠ Ｐ ＜ ０ ０５；与 Ｈ ／ Ｒ ＋ ＣＡＲ 组相比＃Ｐ
＜ ０ ０５

３． 各个分组心肌细胞内活性氧水平检测 　 各

组心肌细胞装载 ＤＣＦＨ⁃ＤＡ 探针后，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细胞内 ＲＯＳ 水平，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缺
氧复氧组 ＲＯＳ 水平明显增加 ［（６７ ８ ± ７ ７ ） ｖｓ．
（２４ １ ± ３ ３）％ ， Ｐ ＜ ０ ０１］；与缺氧复氧组相比，卡
维地洛预处理组，细胞内 ＲＯＳ 水平显著降低［（３３ ８
± ４ ７ ） ｖｓ． （６７ ８ ± ７ ７ ）％ ， Ｐ ＜ ０ ０１ ］，而加入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特异性阻滞剂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后，细胞内的

ＲＯＳ 水平显著升高，说明卡维地洛预处理能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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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组 ＲＯＳ 水平比较

注：与对照组相比，∗ Ｐ ＜ ０ ０５；与 Ｈ ／ Ｒ 组相比，∗ ∗Ｐ ＜ ０ ０５；与 Ｈ ／ Ｒ ＋ ＣＡＲ 组相比，∗∗∗Ｐ ＜ ０ ０５

图 ４　 各组细胞 ｐ⁃ＡＫＴ、ｐ⁃ＧＳＫ３β、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表达水平比较。 注：与 Ｈ ／ Ｒ 组相比，Ｈ ／ Ｒ ＋ ＣＡＲ 组 ｐ⁃ＡＫＴ、ｐ⁃ＧＳＫ３β 水平明显升高，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水平明显下降，∗ Ｐ ＜ ０ ０５；与 Ｈ ／ Ｒ ＋ ＣＡＲ 组相比，Ｈ ／ Ｒ ＋ ＣＡＲ ＋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组 ｐ⁃ＡＫＴ、ｐ⁃ＧＳＫ３β 水平明显下降，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水平明显上升，∗∗Ｐ ＜ ０ ０５

缺氧复氧引起的 Ｈ９ｃ２ 心肌细胞内 ＲＯＳ 的产生，而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能抑制卡维地洛发挥该作用（图 ３）。

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ｐ⁃ＡＫＴ、ｐ⁃ＧＳＫ３β
蛋白表达水平 　 卡维地洛预处理组较 Ｈ ／ Ｒ 组，ｐ⁃
ＡＫＴ、ｐ⁃ＧＳＫ３β 蛋白水平明显增高（Ｐ ＜ ０ ０５）；而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组的 ｐ⁃ＡＫＴ、ｐ⁃ＧＳＫ３β 蛋白水平明显低于

卡维地洛预处理组（Ｐ ＜ ０ ０５，图 ４ ＢＣ）。 经 Ｈ ／ Ｒ 处

理的细胞组，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卡维地洛预处理组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蛋白水平

明显低于 Ｈ ／ Ｒ 组 （Ｐ ＜ ０ ０５），而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组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卡维地洛预处理组，与
Ｈ ／ Ｒ 组无明显差异（图 ４Ｄ）．

讨　 论

通过本研究证实了卡维地洛对缺氧复氧诱导的

Ｈ９ｃ２ 细胞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该保护作用

的发挥与卡维地洛预处理激活体内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信号途径，减少 Ｈ９ｃ２ 细胞凋亡密切相关。

首先，我们运用 ＭＴＴ 法检测 Ｈ９ｃ２ 细胞活力，本
实验观察到 Ｈ ／ Ｒ 组细胞活力较对照组明显下降，而
加用卡维地洛预处理后，细胞活力较 Ｈ ／ Ｒ 组明显提

升，并且通过对不同浓度的卡维地洛进行考察确定

２μｍｏｌ ／ Ｌ 的卡维地洛用于后续实验。
心肌经历缺血再灌注的过程中，机体内的再灌

注挽救激酶（ＲＩＳＫ）系统发挥作用，各类具有内源性

保护作用的蛋白表达增加，其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ＰＩ３Ｋ 激活，能够引起下游 ＡＫＴ 从胞浆内转移到细

胞，并发生构象的转变，随后在 Ｓｅｒ４７３ 位点被磷酸

化激活发挥生理功能。 磷酸化的 ＡＫＴ［１３］，进一步促

发其下游的 ＧＳＫ３β 蛋白的磷酸化，关闭线粒体膜通

透性转换孔，发挥其促细胞生存、抗调亡的作用。 糖

原合成酶激酶⁃３（ＧＳＫ３β）的主要功能包括参与糖代

谢调节、细胞周期和调亡的调节、细胞骨架完整性的

维持。 ＧＳＫ３β 的调节主要依赖于 ＧＳＫ３β 磷酸化、
非磷酸化状态，以及与 ＧＳＫ３β 结合蛋白的相互作

用。 当 ＧＳＫ３β 分子 Ｎ 末端的丝氨酸残基发生磷酸

化后，生物活性显著降低，即磷酸化的 ＧＳＫ３β 是非

活性状态。 多项实验包括动物体内、体外的实验己

经证实缺血预适应、药物预处理可通过激活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途径，在缺血再灌注损伤和缺氧复氧损伤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表现为减少心肌梗死范围、改
善心脏收缩舒张功能、抑制细胞凋亡。 通过本实验，
我们验证了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信号通路在心肌抗

缺氧复氧损伤过程的关键作用，与之前文献报道的

一致［１４⁃１５］。 并且通过应用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抑制剂进一步

证实卡维地洛通过此信号通路发挥作用。
那么，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通路的激活，能否最终减

轻心肌细胞的损伤？ 我们分别检测了细胞内活性氧

和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的表达。 研究表明，缺血再灌注过程是

一个氧化应激过程，大量的活性氧通过多个途径爆

发产生，内源性的自由基清除系统功能障碍，造成活

性氧在体内聚集［１６⁃１７］。 本实验中发现，Ｈ９ｃ２ 心肌

细胞经历缺氧 ／复氧后，细胞内 ＲＯＳ 水平明显升高，
而卡维地洛预处理组 ＲＯＳ 水平显著降低，说明卡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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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洛能够减少缺氧 ／复氧过程中 Ｈ９ｃ２ 心肌细胞内

ＲＯＳ 的产生，维持其细胞内氧自由基的水平，减轻

细胞损伤。 同时我们还发现，加入特异性抑制剂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组的心肌细胞活性较卡维地洛预处理组

明显降低，且 ＲＯＳ 水平明显升高，说明卡维地洛提

高缺氧 ／复氧心肌细胞的存活的作用会被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抵消。 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激酶家族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是细胞凋亡过程中最重要的蛋白酶，凋
亡的最后实施是通过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的激活而实现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的激活表现为瀑布式的级联反应， 而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是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级联反应中下行的最关键凋

亡执行蛋白酶，在各种程序启动的凋亡程序中起到

中枢作用。 本实验研究表明，心肌细胞缺氧 ６ｈ，复
氧 ２ｈ 后，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的表达显著增强，卡维地洛预处

理能够降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的表达，提示卡维地洛通过降

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的表达，减少心肌细胞缺氧复氧过程中

凋亡的发生。
本实验通过 Ｈ９ｃ２ 心肌细胞系建立缺氧 ／复氧

模型，模拟缺血再灌注损伤，研究了卡维地洛缺血再

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其保护作用与激活信号通路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ＧＳＫ３β 降低心肌细胞内活性氧的产生，
抑制心肌凋亡密切相关。 我们的研究结果将为临床

上应用卡维地洛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提供了可

靠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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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烟草提取物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影响的研究

李云涛　 孟 康　 蔺 洁　 赵莉敏　 曾哲淳　 吴 雪

　 　 ［摘要］ 　 目的：观察香烟提取物（ＣＥＳ）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吸烟导致动脉粥样

硬化的可能机制。 方法： 采用浓度分别为 ２ ５％ 、５％ 、１０％ 、２０％和 ４０％ 的 ＣＳＥ 以相同的时间 ２４ｈ 处理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另用同一浓度 １０％ＣＳＥ 分别处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６，１２，２４ 和 ４８ ｈ，用 ＭＴ 方法分

析浓度及时间梯度 ＣＥＳ 处理后细胞的抑制率。 采用未加 ＣＥＳ 处理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作为对照组，
ＥＬＩＳＡ 方法检测 ＶＣＡＭ⁃１、ＩＣＡＭ⁃１、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等细胞因子的水平；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方法检测人脐静脉内

皮细胞自噬基因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ＭＴＴ 检测显示 ＣＳＥ 以浓度梯度和时间梯度的方式降低 ＨＵＶＥＣ
的细胞活性；ＥＬＩＳＡ 检测结果表明 ＣＥＳ 增加 ＶＣＡＭ⁃１、ＩＣＡＭ⁃１、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等黏附因子和炎症因子水

平；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结果表明 １０％ＣＳＥ 处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会降低抑制凋亡基因 Ｂｃｌ⁃２ 蛋白的表达水平，
增加促凋亡基因 Ｂａｘ 及促进细胞自噬的基因 Ｂｅｃｌｉｎ１ 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论：研究结果显示 ＣＥＳ 可能通

过提高细胞黏附因子和炎症因子水平，促进 ＨＵＶＥＣ 的凋亡和自噬，从而对内皮细胞及血管内皮产生

影响。
［关键词］ 　 吸烟；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细胞因子；自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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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ｉｎ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业已证实吸烟是全球常见的动脉粥样硬化危险

因素，能够导致冠状动脉弥散病变并引起严重的临

床后果，如心肌梗死等。 许多临床研究致力于探讨

吸烟和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分子机制［１⁃２］，但对吸烟

导致内皮凋亡及自噬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从多

个方面来探索吸烟导致冠状动脉事件的可能机制。
吸烟被认为是许多缺血性疾病如动脉粥样硬化、血
栓闭塞性脉管炎等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３⁃４］。 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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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动脉钙化也与吸烟有关［５］。 烟草中含有 ５
６００ 多种化学成分［６］，许多能够影响细胞进程并促

进动脉粥样硬化过程［７］。 其中大部分物质含量甚

微难以分离提纯，主要的有害成分包括尼古丁、焦
油、重金属物质等。 长期大量吸烟的人有害物质在

体内聚积，也可以达到很高的浓度［８］。 凋亡是指细

胞为了维持内环境稳态，由基因控制的程序性死亡。
其典型特征是半胱天冬酶（Ｃａｓｐａｓｅ）激活和磷脂酰

丝氨酸外翻。 凋亡是由一系列基因控制的，在原癌

基因 Ｂｃｌ⁃２ 蛋白家族，Ｂｃｌ⁃２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

个。 研究发现 Ｂｃｌ⁃２ 能够阻止细胞凋亡，抑制 Ｂｃｌ⁃２
的表达能够促进心脏成纤维细胞的凋亡［９］。 Ｂａｘ 也

是 Ｂｃｌ⁃２ 基因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它是细胞凋亡的

促进基因，有研究表明在心肌梗死小鼠模型中 Ｂａｘ
蛋白的表达增加［１０］。 Ｂｅｃｌｉｎ１ 是细胞的自噬基因，
与生长、增殖有关。 血管内皮细胞自噬功能的失调

可以影响内皮的功能［１１］。 本研究以 ＨＵＶＥＣ 为模

型，探讨烟草提取物对冠状动脉内皮细胞增殖及凋

亡的影响，进而探讨吸烟对冠状动脉内皮损伤的可

能机制。

材料与方法

１． 烟草提取物的制备　 将 ２Ｒ４Ｆ 香烟安装在香

烟提取物（ＣＥＳ）制备装置中，将一支去过滤嘴的香

烟点燃，置于 Ｕ 形管的吸气端口，另一侧连接大气

采样泵，流量为 ０ ５Ｌ ／ ｍｉｎ，将烟气通过 １０ ｍＬ 的

ＰＢＳ（ｐＨ ＝７ ２）的多孔吸收管中。 将吸收液用 １ Ｍ
的 ＮａＯＨ 中和 ｐＨ 为 ７ ０，每 ｍＬ 的 ＣＥＳ 相当于 ０ １
支香烟烟气成分。 经过 ０ ２２μｍ 的滤膜过滤除菌

后，⁃７０ｏＣ 储存备用。
２． 细胞培养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中

国典型物种保藏中心 ＣＣＴＣＣ）培养在含 １０％胎牛血

清的 Ｈ⁃ＤＭＥＭ 培养基中，添加 １００μ ／ ｍＬ 的青霉素、
１００μ ／ ｍＬ 的链霉素，于 ３７ｏＣ、５％ＣＯ２ 条件下培养。

３． ＭＴＴ 分析　 将 ＨＵＶＥＣ 以 ５ × １０４ 接种于 ９６
孔板中，每孔加入 ２００μＬ 的培养基，设置 ６ 个复孔。
培养 ２４ ｈ 后，将细胞去血清，用 ２ ５％ 、５％ 、１０％ 、
２０％和 ４０％ ＣＳＥ 以及 １０％ ＣＳＥ 处理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 ６，１２，２４ｈ 和 ４８ ｈ。 培养 ４８ ｈ 后，后每孔加入

２０ μＬ（５ｍｇ ／ ｍＬ）溶液，继续培养 ４ｈ 后终止，去掉孔

内的培养基。 分别将 １５０ μＬ 的二甲基亚砜加入每

孔，低速震荡 １０ ｍｉｎ，使结晶物充分溶解，然后在酶

联免疫检测仪上测量 ＯＤ 值为 ４９０ｎｍ 处的各孔的吸

光度值。

４．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ＥＬＩＳＡ 法测定培养液上

清中可溶性细胞因子浓度。 用 １０％ 浓度的 ＣＥＳ 刺

激 ＨＵＶＥＣ，并分别收集培养时间为 ６ｈ，１２ｈ，２４ｈ 及

４８ｈ 的细胞培养上清，同时用不加 ＣＥＳ 刺激的细胞

上清作为对照组。 加入稀释的单克隆抗体 ５０μＬ，
３７℃培育 ３０ｍｉｎ，控干。 用含 ０ ０５％ Ｔｗｅｅｎ２０ 的 ＰＢＳ
冲洗 ３ ～ ４ 次。 加入单克隆抗体 ５０μＬ，于 ３７℃条件

下反应 ３０ｍｉｎ。 加终止液 ５０μＬ，置于酶联免疫检测

仪于 ４５０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值。
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分析 　 将 ＨＵＶＥＣ 细胞以 ３ ×

１０５ ／ ｍＬ 接种于 ６ 孔板，置于 ３７℃、５％ＣＯ２ 条件下培

养，将用 ＣＳＥ 刺激 ２４ｈ 以及无任何刺激的细胞用预

冷的 ＰＢＳ 冲洗 ３ 遍。 加入 ８０ μＬ 的细胞裂解液，细
胞刮刀充分刮下细胞，使其与裂解液充分接触，置于

冰浴 ２０ ｍｉｎ。 将收集的细胞在置于预冷的 ４℃离心

机中离心 ２０ ｍｉｎ，收集细胞上清。 用 ＢＣＡ 法进行细

胞蛋白含量的测定。 取等量的蛋白按照 ４∶ １的比例

将其用 ５ ×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 进行稀释，并在沸水浴中煮

沸 ５ ｍｉｎ。 １２％ 的 ＳＤＳ⁃ＰＡＧＥ 进行凝胶电泳，与在

３００ ｍＡ 恒流的条件下转移至硝酸纤维素膜上，用
８％的牛奶封闭 ２ｈ，过夜孵一抗，用 ＰＢＳＴ 充分洗膜

后，加入相应的二抗孵育 ２ｈ。 按说明使用 ＥＣＬ 发光

液进行化学发光显影。
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 计量数

据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采用 ｔ 检验进行多组连续

性计量资料的比较。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图 １　 抑制率随 ＣＥＳ 浓度的变化

结　 果

１． ＣＥＳ 以时间梯度和浓度梯度依赖性的方式降

低 ＨＵＶＥＣ 细胞活力 　 用浓度分别为 ２ ５％ 、５％ 、
１０％ 、２０％和 ４０％ 的 ＣＳＥ 处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以及 １０％ ＣＳＥ 处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６，１２，２４ｈ 和

４８ｈ。 结果如图 １Ａ 所示，伴随着 ＣＥＳ 浓度的提高，
细胞活力逐渐降低（图 １）。 与此同时，伴随处理时

间的延长，１０％ＣＳＥ 逐渐降低细胞活力，呈现浓度梯

度和时间梯度依赖性（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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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时间 ＣＥＳ 刺激下细胞因子的表达情况

图 ２　 抑制率随时间的变化

２． ＣＥＳ 显著增加粘附因子和炎症因子的水平　
ＥＬＩＳＡ 检测结果显示，１０％ ＣＳＥ 处理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 ６，１２，２４ｈ 和 ４８ｈ，会导致 ＨＵＶＥＣ 细胞中黏附

分子 ＶＣＡＭ⁃１、 ＩＣＡＭ⁃１、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水平的升高

（图 ３）。 各项指标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３． ＣＳＥ 促进 ＨＵＶＥＣ 的凋亡与自噬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结果表明，１０％ ＣＳＥ 处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会

显著降低 Ｂｃｌ⁃２ 的表达水平，增加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的剪切

和 Ｂａｘ 的表达水平。 而且，我们还发现 ＣＳＥ 能够促

进 ＨＵＶＥＣ 自噬水平的升高，其特点是 Ｂｅｃｌｉｎ１ 表达

水平升高（图 ４）。

图 ４　 ＣＳＥ 促进 ＨＵＶＥＣ 的凋亡与自噬。

讨　 论

长期大量吸烟会促进冠状动脉痉挛［１２］ 以及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进而导致各种不良心血管

事件［１３］。 有研究证实，烟草提取物对血管内皮细胞

的损害作用能够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过程并能

够导致斑块破裂、血栓形成［１４］。 本研究以 ＨＵＶＥＣ

为模型，从多方面探讨了烟草提取物对冠状动脉内

皮细胞的影响。
本实验结果显示，时间越长，浓度越大，ＣＥＳ 对

内皮细胞活性的抑制越强； ＣＥＳ 还能促使内皮细胞

分泌黏附因子 ＩＣＡＭ⁃１、ＶＣＡＭ⁃１ 以及炎症 ＴＮＦ⁃α、
ＩＬ⁃６。 ＣＥＳ 抑制内皮细胞的活性，引起血管内皮的

炎症反应，可以观察到炎症因子 ＴＮＦ⁃α、ＩＬ⁃６ 分泌增

加，导致血管内膜功能失调，启动动脉粥样硬化过

程。 此结果与 Ｂ． Ｍｅｓｓｎｅｒ 等［１５］ 的研究结果相似。
黏附因子 ＩＣＡＭ⁃１、ＶＣＡＭ⁃１ 的分泌增加这些细胞因

子在白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单核细胞可能迁移到内皮下层及平滑肌层，转化为

巨噬细胞，引起烟草提取物可以通过促进黏附因子

的表达，促进白细胞与内皮细胞之间黏附，进而引起

启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１６］。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的结果则

显示抑制细胞凋亡的基因 Ｂｃｌ⁃２ 蛋白表达减少，促
进细胞凋亡的基因 Ｂａｘ 蛋白表达增加。 另外我们的

实验观察到 ＣＥＳ 可以促进细胞的凋亡，同时细胞自

噬基因 Ｂｅｃｌｉｎ１ 蛋白表达增加，两种共同的作用导致

内皮细胞再生平衡被打破，破坏了血管内皮正常的

功能。
内皮细胞最初的炎性改变被认为是导致动脉粥

样硬化的主要原因［１７］。 本研究发现 ＣＳＥ 能够对内

皮细胞产生影响，包括细胞活性降低，黏附因子及炎

症因子水平升高，凋亡及自噬基因蛋白表达水平增

加等。 这些改变共同的结果是破坏了血管内皮的功

能，从而启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 研究发现 ＣＥＳ 刺

激时间越长，浓度越大，内皮细胞的损伤也越大。 研

究还发现时间越长、浓度越大，ＣＥＳ 对内皮细胞活性

的抑制越强。 对大量吸烟的人危害尤甚，少量吸烟

危害虽然小于大量吸烟，但有害物质会在体内积累，
长期吸烟也会对机体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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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肺损伤（ ａｃｕｔｅ １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ＡＬＩ） 以及它的危重形

式—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ＡＲＤＳ），是由感染、氧中毒及机械刺激等多种原因引

起的肺部弥散性损害，以顽固性低氧血症、呼吸窘迫、肺顺应

性下降和弥散性渗出为主要特征，典型病理改变是因气血屏

障受损，导致广泛严重的肺泡损害和间质性肺水肿，肺泡腔

内可见大量炎性细胞浸润，目前尚无特异有效的治疗方法，
病死率一直居高不下。 目前，一些心肺研究中心在不同的模

型中应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ＭＳＣｓ）
防治 ＡＬ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１］ ，展现出进一步研究的前景。
ＭＳＣｓ 移植治疗 ＡＬＩ 已经成为研究热点，本文现就 ＭＳＣｓ 修复

ＡＬＩ 气血屏障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１　 急性肺损伤发机病制研究进展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的主要病理生理改变实质上是气血屏障的损

伤，肺泡上皮细胞和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弥散性损伤是其主要

特征［２］ 。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病理生理和临床表现的逆转，有赖于受

损肺泡上皮细胞和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修复。 因此，促进受

损肺泡上皮细胞和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有效修复是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治疗当前和未来的研究方向［２］ 。 肺泡上皮细胞主要

包括 Ｉ 型和 ＩＩ 型两种类型，其中 ＩＩ 型肺泡上皮细胞（Ｔｙｐｅ ＩＩ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ＡＴ ＩＩ）占肺泡上皮细胞的 ６０％ ，不仅

能够分泌肺泡表面活性物质，降低肺泡表面张力，抑制肺泡

塌陷；还能分裂、增殖并分化为 Ｉ 型肺泡上皮细胞，从而作为

祖细胞参与损伤肺泡的再上皮修复［３］ 。 因此维持 ＡＴ ＩＩ 的数

量和功能对于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时肺泡上皮的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时肺泡上皮广泛严重受损，ＡＴ ＩＩ 细胞自我

修复能力受到限制，通过外源性补充细胞的方式有助于促进

损伤 ＡＴ ＩＩ 细胞的修复。 在另一方面，通过外源性补充细胞

的方式有助于促进损伤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修复。 这样，从
气血屏障的肺泡面、毛细血管面两个方向，可进行双向性

修复。
２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防治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的作用和机制研

究现状　 （１）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 ＡＴ ＩＩ 细胞的修复：ＭＳＣｓ
的发现和研究进展为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的 ＡＴ ＩＩ 细胞损伤修复提供

了新的途径。 ＭＳＣｓ 是一种来源于中胚层的具有高度自我更

新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的成体干细胞，研究证实外源性的

ＭＳＣｓ 进入机体后可以归巢到损伤肺组织，并分化为 ＡＴ ＩＩ 细
胞，进而促进损伤肺细胞的修复，缓解肺组织的病理损伤，提
高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动物的生存率［４］ 。 近年来，研究表明不同原因

引起肺损伤模型在使用 ＭＳＣｓ 治疗后，可以提高 ＡＬＩ 模型动

物的存活率，主要通过 ＭＳＣｓ 定向移行到肺损伤部位后向肺

上皮细胞分化增殖，同时通过免疫调节作用，减轻炎症反应，
以及通过旁分泌或诱导细胞因子，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和肺泡

上皮细胞修复，减轻肺损伤［５⁃６］ 。
ＭＳＣｓ 具有诱导分化、再生及修复作用。 ＭＳＣｓ 在组织损

伤时会在可溶性细胞因子的引导下迁徙至损伤部位并分化

替代损伤组织细胞，通过多种机制参与损伤组织的分化、再
生、修复。 在内毒素诱导的肺损伤模型中，骨髓源性 ＭＳＣｓ 可
以迁移至肺损伤部位，减轻肺部炎性细胞的浸润，促进受损

肺组织的修复［６］ 。 有实验研究表明［５］ ，通过体外实验发现，
ＭＳＣｓ 释放的可溶性因子能够延缓肺泡上皮细胞的凋亡，并
且两种细胞直接的相互作用可以生成一种囊性结构，这种三

维结构表面覆盖着新生的肺泡上皮细胞。 实验研究［６］ 表明，
骨髓 ＭＳＣｓ 不仅能调节全身及局部炎症反应，具有抗菌作用，
还可以通过分泌各种生长因子，促使细胞生长和修复，并直

接分化成肺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
（２）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修复：外

源性 ＭＳＣｓ 具有向炎症或损伤部位移动和定植的“归巢”能
力。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时，ＭＳＣｓ 向损伤肺组织定植的“归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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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肺微血管内皮损伤的修复和再内皮化以及 ＭＳＣｓ 为载体的

局部基因治疗提供了可能性。 外源性 ＭＳＣｓ 可通过静脉注入

体内，静脉系统的血液流经肺毛细血管，肺毛细血管管径 ５ ～
７μｍ，象一个巨大的滤网，使 ＭＳＣｓ 直接存留在肺血管内。 但

ＭＳＣｓ 必需渗出到肺实质并最终与肺细胞谱系结合才能发挥

其作用。 在无肺损伤的情况下，这种整合相当困难，但在肺

损伤的情况下整合比例有所提高。 研究显示，ＡＬＩ 时整合细

胞约占整个肺细胞群体的 ８％ 左右。 作为“归巢”的结果，
ＭＳＣｓ 通常定植在生理或病理性损伤需修复的部位进行修

复。 Ｐａｔｉ Ｓ 等证明，ＭＳＣｓ 可以通过调节粘着连接（ ａｄｈｅｒｅｎｓ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Ｊ）蛋白而阻止 ＡＬＩ 的内皮细胞通透性升高［７］ ，而
这一作用的机理不是依赖 ＭＳＣｓ 多向分化机制发挥作用，而
是依赖其旁分泌机制发挥作用［８］ 。 ＭＳＣｓ 分泌的肝细胞生长

因子和 ＶＥＧＦ 是两个重要的与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的相关

因素［９］ 。 ＭＳＣｓ 分泌的肝细胞生长因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ｖ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可以协同恢复内皮

细胞间的粘着连接重塑，减少小窝蛋白 １ 蛋白的表达和内皮

细胞凋亡，并诱导内皮细胞增殖［８］ 。
（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旁分泌作用：近年来，研究者们

已经注意到了干细胞的旁分泌效应在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治疗中的

作用［１０］ ，并有数个研究证实了干细胞的这一重要治疗机

制［１１］ ，认为 ＭＳＣｓ 干预肺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不仅是通过多

向分化机制，还有旁分泌效应［１２］ 。 在 ＡＬＩ 和肺纤维化的动

物模型中观察发现，全身给予 ＭＳＣｓ 能抑制几种促炎因子和

促纤维化因子的表达，ＭＳＣｓ 可以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包括角

质化细胞生长因子（ｋｅｒａｔｉｎｏｃｙ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ＫＧＦ）、Ａｎｇ⁃ｌ、
ＶＥＧ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１ （ 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１，
ＩＧＦ１）等，这些因子在肺损伤的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３］ 。 在

ＡＬＩ 时均有不同程度的肺泡液体清除能力受损，而损伤的严

重程度与病死率呈正相关。 在离体灌肺 Ａｕ 模型中应用

ＭＳＣｓ 治疗，发现 ＭＳＣｓ 可通过分泌的 ＫＧＦ 上调 α 上皮钠通

道表达，恢复钠依赖的肺泡液体转运，改善肺泡液体清除能

力，减轻肺水肿，提高生存率［１４］ 。
（４）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作为基因载体的治疗作用：由于

ＭＳＣｓ 具有低免疫原性、在炎症因子的刺激下能迁移至损伤

部位增殖并表达相应基因产物而不引起免疫排斥，且其来源

广，易于分离和增殖，因此作为一种载体细胞介导基因转染，
在基因治疗上具有明显优势。 Ｍｅｉ 等［１５］ 报道，ＭＳＣｓ 能降低

ＬＰＳ 气管内滴注所致的 ＡＬＩ 小鼠 ＢＡＬＦ 的炎性物质水平，而
人类 Ａｎｇ１ 基因转染的 ＭＳＣｓ 能进一步降低 ＬＰＳ 诱发的 ＡＬＩ
小鼠 ＢＡＬＦ 的 ＩｇＭ 及蛋白水平，几乎能完全恢复肺泡上皮渗

透性。 Ｍａｎｎｉｎｇ 等［１６］在对大鼠肺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研究中

发现，病毒型 ＩＬ⁃１０（ｖＩＬ⁃１０）修饰的 ＭＳＣｓ 能显著降低肺泡灌

洗液 ＣＤ４ ＋与 ＣＤ８ ＋ Ｔ 细胞数量，改善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
抑制细胞凋亡。

３　 应用 ＭＳＣｓ 治疗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的局限性及研究方向

应用干细胞治疗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为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 而目

前最关键的问题则是疗效不确切，不同研究中干细胞治疗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大多数研究表明，骨髓源性

干细胞移植可修复损伤的肺实质细胞，减轻肺组织病理损

伤，但也有研究发现干细胞移植对损伤的肺组织没有修复作

用，这可能与采用骨髓源性干细胞的种类（单一骨髓细胞、全
骨髓细胞、ＨＳＣ、ＭＳＣ 及 ＭＡＰＣ）、实验条件、肺损伤模型（博
莱霉素、ＬＰＳ 及弹性蛋白酶）、移植的途径（气管内、静脉内及

肺内）以及移植干细胞的数量不同有关。 不同的实验条件可

诱导干细胞向不同功能细胞分化。 有研究发现成人骨髓

ＭＳＣｓ 在不同的诱导条件下可向成骨细胞、脂肪细胞、神经细

胞等多种细胞分化。 因此，干细胞治疗 ＡＬＩ 的确切效果尚有

待迸一步的研究。
骨髓 ＭＳＣｓ 移植后较低的分化效率限制了基于 ＭＳＣｓ 治

疗的临床运用。 研究证实外源性的 ＭＳＣｓ 进入机体后可以归

巢到损伤肺组织，并分化为 ＡＴＩＩ 细胞，进而促进损伤肺细胞

的修复，缓解肺组织的病理损伤，提高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动物的生

存率［１７］ 。 然而 ＭＳＣｓ 移植入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动物后在肺组织中

存留时间短，移植入肺自身细胞的数量少，Ｇｕｐｔａ 等［１８］ 发现

４８ｈ 后的 ＭＳＣｓ 移植入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小鼠肺组织的比例 ＜ ５％ ，
Ｍｅｉ 等［１９］发现 ＭＳＣｓ 注入 ＬＰＳ 诱导的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小鼠后第 ３
天，只有不足 ８％ 的 ＭＳＣｓ 保留在肺脏，这严重限制了 ＭＳＣｓ
参与肺损伤修复的作用。 因此，探索调节 ＭＳＣｓ 向 ＡＴ ＩＩ 细

胞分化的机制有助于提高 ＭＳＣｓ 对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肺组织修复的

作用。
ＭＳＣｓ 移植后的定植分化率较低，可能并不足以修复损

伤的肺组织，ＭＳＣｓ 在肺损伤中的作用可能主要通过免疫调

节及分泌各种细胞因子改善组织功能来实现。 ＭＳＣｓ 在临床

应用过程中也面临着挑战。 虽然 ＭＳＣｓ 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及

免疫耐受特征在细胞治疗及组织工程学方面备受关注，但随

着研究的深入发现 ＭＳＣｓ 可促进恶性肿瘤的发生，尤其是血

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ＭＳＣｓ 还可加速肿瘤生长、迁移，其
本身在体外亦可发生恶变，使其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受到了

质疑［２０］ 。
ＭＳＣｓ 是一种成体多能干细胞，可在不同条件下分化为

所有胚层来源的细胞发挥组织修复的作用。 ＭＳＣｓ 具有低免

疫原性，在体外易转染且与局部组织有较好的整合能力，采
集方便、自体移植可行性高、无伦理学问题等特点，可当作理

想的组织工程学种子细胞和基因治疗靶细胞，使其成为干细

胞移植治疗 ＡＬＩ 的首选靶细胞 ［２１］ 。 提高移植后 ＭＳＣｓ 存活

率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迄今许多策略

如，基因修饰和细胞因子预处理等提高移植细胞存活率的研

究已得到深入开展［２２］ 。 ＭＳＣｓ 在组织修复治疗中存在着严

重的局限性，主要与其在损伤组织中存留时间短，移植入的

细胞数量少有关。 因此，促进 ＭＳＣｓ 定向分化可以更好地为

细胞治疗提供所需的种子细胞。
４　 ＭＳＣｓ 作为基因载体的作用

干细胞不仅可以通过外源性干细胞的移植参与肺损伤

组织的修复，还可作为载体，转入外源基因进行基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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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源性的 ＭＳＣｓ 可作为基因治疗的载体，与干细胞的治疗

产生协同作用。 因此，基因治疗为外源性干细胞治疗 ＡＬＩ 提
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１）β⁃ｃａｔｅｎｉｎ 基因转染 ＭＳＣｓ 促进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

的研究：近年来研究发现，Ｗｎｔ（ｗｉｎｇｌｅｓｓ⁃ｔｙｐｅ ＭＭＴＶ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通路通过复杂的信号传导控制胚胎早期的发育，决
定细胞分化、增殖及生长的调节，其各组分在 ＭＳＣｓ 中均有表

达，Ｗｎｔ 通路在 ＭＳＣｓ 的定向分化过程中同样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Ｗｎｔ 信号的细胞内传导途径包括经典和非经典

通路。 有研究发现，Ｗｎｔ 信号通路与其他信号通路如 ＴＧＦ⁃
β、ＢＭＰ、ＦＧＦ、ＩＧＦ 及 Ｎｏｔｃｈ 信号通路有着交叉互联的作用

（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通过其他信号通路的激活或抑制可以调控 Ｗｎｔ
信号通路的开启或关闭［２３］ 。

近期研究表明，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信号能控制肺干细胞扩增

及自我更新或修复［２４］ 。 Ｗｎｔ 经典通路在 ＭＳＣｓ 向肺上皮细

胞的定向分化中具有调控作用，但细胞类型或刺激条件不

同，其调控效应不一致。 Ｐｏｐｏｖ 等［２５］ 发现，利用肺癌细胞诱

导 ＭＳＣｓ 向肺上皮细胞分化的过程中，β⁃ｃａｔｅｎｉｎ 表达上调，同
时用氯化锂激活 Ｗｎｔ 经典途径后能促进 ＭＳＣｓ 向肺上皮细

胞分化。 而Ｗａｎｇ 等［２６］发现ＭＳＣｓ 通过与正常气道上皮细胞

共培养分化为上皮细胞的过程中，Ｗｎｔ 经典途径相关分子表

达下调，而抑制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表达可促进 ＭＳＣｓ 向肺上皮细胞的

分化。
Ｗｎｔ 通路影响 ＭＳＣｓ 定向分化的作用仍有很多问题尚待

解决。 首先在复杂的人体内环境中，Ｗｎｔ 通路影响 ＭＳＣｓ 向

各种细胞分化的作用是否和体外一致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再者 ＭＳＣｓ 的分化过程十分复杂，诸多信号通路均可以影响

ＭＳＣｓ 的定向分化，如经典 Ｗｎｔ 信号可能通过与 ＴＧＦ⁃β 信号

交叉作用于 ＭＳＣｓ 促进其向软骨细胞分化［２７］ 。 因此，Ｗｎｔ 通
路与其他的信号通路之间如何交叉共同调节 ＭＳＣｓ 的分化，
Ｗｎｔ 通路在其中又占据着何种地位仍需进一步探讨。 调控

Ｗｎｔ 通路可能对促进 ＭＳＣｓ 定向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基

于 ＭＳＣｓ 的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奠定一定的基础，但还需要

更多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解决目前存在的相关问题，为 ＭＳＣｓ
迸一步应用于临床提供更可靠的理论依据。

（２）ＡＣＥ２ 基因转染 ＭＳＣｓ 促进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的

研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Ｓ），
特别是其主要效应物质血管紧张素（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Ａｎｇ） ＩＩ 在肺

微细血管内皮细胞炎症损伤及肺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动物实验表明，脓毒血症、盐酸吸入诱导的

小鼠 ＡＬＩ 模型中，肺组织和血浆中 Ａｎｇ ＩＩ 的浓度升高，并可

通过其 １ 型受体（ＡＴｌＲ）增加肺血管通透性，加重肺水肿及

炎症反应［２８］ 。 研究显示，ＡＲＤＳ 患者肺组织局部的 Ａｎｇ ＩＩ 含
量明显升高，是血液中 Ａｎｇ ＩＩ 浓度的 ５ 倍，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ＡＣＥ）基因多态性与危重病患者 ＡＲＤＳ 的易感性及预后

显著相关［２９］ 。 提示 Ａｎｇ ＩＩ 介导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的发生发展，调
控肺组织局部 Ａｎｇ ＩＩ 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肺微血管内

皮通透性，减轻肺水肿，减轻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的炎症反应，缓解肺

损伤［３０］ 。 ＡＣＥ２ 是目前唯一发现的 ＡＣＥ 同系物，发挥着与

ＡＣＥ 相拮抗的作用，可将 Ａｎｇ Ｉ 和 Ａｎｇ ＩＩ 分别水解为 Ａｎｇ １⁃９
和 Ａｎｇ １⁃７，具有肺保护作用。 Ａｎｇ １⁃７ 是 ＲＡＳ 中另一个最具

生物学活性的多肽，发挥着与 Ａｎｇ ＩＩ 相拮抗的作用。 ＡＣＥ２ ／
Ａｎｇ⁃（１⁃７） ／ Ｍａｓ 通路可刺激强化 ＣＤ３４（ ＋ ）干细胞的血管内

皮细胞修复功能， 激活 ＡＣＥ２ ／ Ａｎｇ⁃（１⁃７） ／ Ｍａｓ 轴是一种很有

前途的可促进疗效的细胞治疗方法［３１］ 。
ＡＣＥ２ 介导的 Ａｎｇ ＩＩ 降解可以抑制血管紧张素Ⅱ介导的

ＳＭＡＤ２⁃磷酸化，可能通过一个与 ＴＧＦ⁃β 无关的方式，从而抑

制 ＡＬＩ 诱导的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凋亡。 但遗憾的是，全身性

输注 ＡＣＥ２ 对 ＲＡＳ 的严重干扰，限制了 ＡＣＥ２ 的应用。 因

此，如果能在肺损伤局部高表达 ＡＣＥ２ 可一方面降低肺组织

局部的 Ａｎｇ ＩＩ，促进肺血管内皮的修复，抑制失控的炎症反

应，减轻肺损伤，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全身输注 ＡＣＥ２ 对循环

的干扰。 达到靶向修复肺血管内皮和肺损伤的目的，具有重

要的科学意义。 相对于单独的 ＭＳＣｓ，应用过表达 ＡＣＥ２ 的

ＭＳＣｓ 可进一步改进 ＬＰＳ 诱导的 ＡＬＩ 小鼠的炎性应答和肺微

血管内皮功能，这些额外的好处可能是 ＡＣＥ２ 在肺组织的过

表达导致辞血管紧张素Ⅱ的伴随降解［３２］ 。
但目前上述研究，均仅停留在早期实验研究阶段，而且

研究方向只是考虑到修复 ＡＬＩ 的气血屏障的一个方向，或肺

泡上皮细胞面或肺微血管内皮细胞面，进行修复，均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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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炎症因子活化１１β⁃ＨＳＤ１ 参与非酒精性
脂肪肝发生的研究进展

徐 杰　 李国平　 唐蔚青　 黎 健

　 　 ［关键词］ 　 肿瘤坏死因子 α；Ｉ 型 １１β 羟基类固醇脱氢酶；炎症因子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０４⁃３３０⁃０４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ＡＦＬＤ）是指非过度饮酒及其它明确损肝因素所致的，以肝

细胞内大量脂肪沉积为主要特征的，包含非酒精性脂肪肝以

及由其发展来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硬

化和肝细胞癌在内的一系列进展性疾病的统称。 中国多个

发达地区（北京、上海、香港等）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普通成人

的 ＮＡＦＬＤ 患病率已高达 ２０％以上［１⁃３］ ，并且随着生活水平提

高和生活节奏的增快，ＮＡＦＬＤ 患病率进一步增高。 目前，
ＮＡＦＬＤ 已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我国发达地区和富裕阶层

第一大肝脏疾病［４］ 。 ＮＡＦＬＤ 是由肝细胞内三酰甘油过度积

聚所致，肝脏脂质代谢的异常 （如：肝脏的三酰甘油合成和

吸收增加以及氧化分解和分泌减少等） 是导致肝脏三酰甘

油蓄积的原因之一。 ＮＡＦＬＤ 不仅与代谢综合征、高三酰甘

油血症、Ⅱ型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流行病学

资料也显示血脂代谢异常还可作为独立的危险因素升高心

血管疾病（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的发生率，并且脂联素

基因的多态性也与冠心病的易感性相关［５⁃７］ 。
代谢炎症大多是由营养和能量过剩所致的参与代谢的

组织细胞的一种免疫应答反应，在代谢炎症发生的过程中，
参与代谢的组织（脂肪、肝脏、肌肉等）中 ＴＮＦα，ＩＬ⁃６ 等炎症

因子的水平升高［８］ ，由于机体失控产生的自我持续放大和自

我破坏的反应导致了 ＮＡＦＬＤ、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产生。 研

究报道：ＮＡＦＬＤ 患者肝脏组织存在炎症因子浸润、炎症信号

通路激活等改变；炎症因子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肝脏的脂代

谢，机体及肝脏组织的慢性炎症状态均可诱发 ＮＡＦＬＤ。 Ｉ 型
１１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１１ｂｅｔａ⁃ｈｙｄｒｏｘｙｓｔｅｒｏｉｄ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ｔｙｐｅ １，１１β⁃ＨＳＤ１）是糖皮质激素的代谢酶，调节糖皮质激素

在局部组织器官的浓度。 近期研究发现： １１β⁃ＨＳＤ１ 基因启

动子区含有转录因子 Ｃ ／ ＥＢＰ 的特异结合位点，而该转录因

子的产生受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１ 等炎症因子的调控；此外，１１β⁃
ＨＳＤ１ 与肝脏脂质代谢密切相关，在 ＮＡＦＬＤ 的发生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９⁃１０］ 。 炎症因子和 １１β⁃ＨＳＤ１ 都可影响肝脏的脂

质代谢并诱发 ＮＡＦＬＤ，本文将就三者的相关性及最新研究

进展进行综述，探讨炎症因子及 １１β⁃ＨＳＤ１ 在 ＮＡＦＬＤ 中的作

用机制，为 ＮＡＦＬＤ 的治疗寻求新的治疗靶点提供思路。
一、炎症因子与非酒精性脂肪肝

以往认为 ＮＡＦＬＤ 与肥胖密切相关，然而有流行病学研

究表明：ＮＡＦＬＤ 也出现在 ＢＭＩ 正常的人群中［１１⁃１２］ ，促使人们

对 ＮＡＦＬＤ 的发生机制寻求新的研究方向。 炎症反应是临床

常见的病理过程，在增强机体抵抗力的同时也可引起组织细

胞的破坏。 ２００６ 年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ｙ Ｈａｕｋｅｌａｎｄ 对 ２２ 例 ＮＡＦＬＤ 患

者和 ２５ 例 ＮＡＳＨ 患者的血清与同年龄、同性别的健康人血

清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ＮＡＦＬＤ 和 ＮＡＳＨ 患者血清中炎症因

子 ＩＬ⁃６、ＴＮＦα 等的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１３］ 。 随后，
２０１３ 年有研究发现：在小鼠饮食中添加酪蛋白诱导小鼠产生

慢性系统性炎症后，无论是高脂饮食还是普通饮食喂养的小

鼠都表现为肝脏脂质蓄积。 此外，体外研究也发现外源性

ＴＮＦα 可使 ＨＭＣｓ（人肾小球系膜细胞）细胞中三酰甘油含量

明显增加［１４］ 。 我们研究组也针对炎症因子与脂质代谢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证明了：ＴＮＦα 确实可以诱导人肝癌细胞系

ＨｅｐＧ２ 和小鼠肝细胞系 ＮＣＴＣ１４６９ 三酰甘油的蓄积，且升高

了长链脂肪酸合成基因 ＳＲＥＢＰ１ 和 ＦＡＳ 的表达，证实即使无

高脂的诱导，炎症因子也很可能作为启动因素诱导三酰甘油

的蓄积。 另外，炎症因子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脂代谢，如：
炎症因子 ＴＮＦα 通过诱导胰岛素抵抗进而影响脂代谢［１５⁃１６］ ；
ＴＮＦα 也可以通过 ＡＭＰＫ ／ ｍＴＯＲ ／ ＳＲＥＢＰ１ 通路调控脂代

谢［１７］ ；我们近期的研究发现：ＴＮＦα 还可以通过上调 １１β⁃
ＨＳＤ１ 的表达而调控脂代谢。

二、炎症因子与 １１β⁃ＨＳＤ１
炎症因子 ＩＬ⁃１、ＴＮＦα 等不仅与 ＮＡＦＬＤ 的发生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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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同时也与 １１β⁃ＨＳＤ１ 表达紧密相关；１１β⁃ＨＳＤ１ 主要存在

肝脏、脂肪等组织中，作为一种主要的还原酶活化局部组织

中的糖皮质激素，在糖脂代谢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１８］ 。
关于炎症因子与 １１β⁃ＨＳＤ１ 关系的研究已有多年历史，下面

主要以 ＩＬ⁃１、ＴＮＦα 为例来阐述。 从 １９４９ 年 Ｈｅｎｃｈ 发现肾上

腺皮质分泌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 有治疗炎症性疾病的作用开

始［１９］ ，炎症性疾病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 就已经成为众多科学家研

究的焦点。 直到 １９５３ 年发现 １１β⁃ＨＳＤ１ 能将无活性的皮质

酮转化成有活性的糖皮质激素 ［２０］ ，人们逐渐认识到 １１β⁃
ＨＳＤ１ 是控制糖皮质激素活性的开关，关于炎症因子和 １１β⁃
ＨＳＤ１ 的关系也逐渐被人们重视。 ２００１ 年有研究发现在人

成骨细胞中，炎症因子 ＩＬ⁃１β 和 ＴＮＦα 通过调节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

活性进而活化糖皮质激素［２１］ 。 接下来 ２００９ 年在 ＨｅｐＧ２ 细

胞中关于机制的研究发现，ＴＮＦα 通过诱导转录因子 Ｃ ／ ＥＢＰβ
的产生继而上调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表达［２２］ 。 另外，在 Ａ５４９ 细胞

中，促炎因子 ＩＬ⁃１β 和 ＴＮＦα 上调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表达是通过磷

酸化核转录因子 Ｃ ／ ＥＢＰβ Ｔｈｒ２３５ 来介导的［２３］ 。 综上所述，
在机体炎症状态下，ＩＬ⁃１ 和 ＴＮＦα 可升高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表达，
而 １１β⁃ＨＳＤ１ 又可通过活化糖皮质激素起抗炎作用，形成负

反馈调节，以维持机体稳态。
三、１１β⁃ＨＳＤ１ 与非酒精性脂肪肝

炎症因子、营养状态、内分泌激素等作为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上

游调控因素，均可以影响糖脂代谢，诱导胰岛素抵抗、糖耐量

减低、动脉粥样硬化和肝脏脂毒性等，从而引发高血脂、高血

糖、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２４］ 。 ２００４ 年 Ｊａｎｉｃｅ Ｍ．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发

现：在肝脏特异性高表达 ＡｐｏＥ⁃１１β⁃ＨＳＤ１ 的小鼠模型中，小
鼠显现血脂异常和脂肪肝的表型［８］ ；此外，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Ｍ． Ｍｏｒ⁃
ｔｏｎ 在研究敲除 １１β⁃ＨＳＤ１ 基因的小鼠时发现：１１β⁃ＨＳＤ１ 基

因的缺失，不仅改善了小鼠的糖耐量和胰岛素敏感性，也对

抗了由高脂饮食引起的肥胖，进而改善了血脂水平和血清脂

蛋白谱［１０］ 。 在高脂喂养的小鼠中，用反义寡核苷酸抑制

１１β⁃ＨＳＤ１ 在肝脏的表达后，肝脏三酰甘油含量明显降低，长
链脂肪酸的合成减少，脂肪肝得到显著改善。 此外，应用多

种选择性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的研究也表明：抑制 １１β⁃ＨＳＤ１
会改善 ＮＡＦＬＤ，如：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 在抑制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同时，
也降低了小鼠肝脏中三酰甘油的蓄积［２５］ 。 一项随机、双盲、
多中心的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在人群中，服用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

制剂 ＲＯ５０９３１５１ 可有效改善 ＮＡＦＬＤ［２６］ 。 由此可见：从基因

工程小鼠到选择性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的应用，多个层面的研

究都证实了：１１β⁃ＨＳＤ１ 促进了 ＮＡＦＬＤ 发生，干预 １１β⁃ＨＳＤ１
可以有效缓解脂肪肝。

四、１１β⁃ＨＳＤ１ 在脂代谢信号通路的作用

以往研究表明：经 １１β⁃ＨＳＤ１ 活化的糖皮质激素（ ｇｌｕ⁃
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ＧＣｓ）主要通过与细胞糖皮质激素受体（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
ｃ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Ｒ）结合进而行使多种功能，也有研究表明：
１１β⁃ＨＳＤ１ 可以与多种核受体相互作用进而调控脂代谢。

１ １１β⁃ＨＳＤ１ 与糖皮质激素受体：ＧＣｓ 可以通过激活 ＧＲ
在以下多个水平损坏胰岛素信号通路：首先，它能减少总

ＩＲＳ１ 的表达，增加 ＩＲＳ１ 的 Ｓｅｒ３０７ 磷酸化水平，降低胰岛素

与 ＩＲＳ１ 的亲和性［２７］ ；其次，ＧＣｓ 可上调 Ａｋｔ ／ ＰＫＢ Ｔｈｒ３０８ 的

磷酸化水平，而 Ａｋｔ 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调控 ＳＲＥＢＰ１ 进而

调控脂质从头合成途径：ＡＫＴ⁃ＧＳＫ３⁃Ｆｂｗ７⁃ｎＳＲＥＢＰ 通路最终

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调控 ｎＳＲＥＢＰ 的降解，ＡＫＴ⁃ ｍＴＯＲＣ１⁃
Ｓ６Ｋ 通路可调节蛋白水解过程进而调控 ｎＳＲＥＢＰ 的表达水

平，而 ＡＫＴ⁃ ｍＴＯＲＣ１ 通路还可以调控 ＳＲＥＢＰ⁃１ｃ 转录水平进

而影响脂代谢的水平等［２８， ２９］ 。
２ １１β⁃ＨＳＤ１ 与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型受体：过氧

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型受体（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ＰＰＡＲｓ）属于受体超家族成员，包含 ＰＰＡＲα、ＰＰＡＲβ
与 ＰＰＡＲγ。 多方面研究表明 ＰＰＡＲｓ 与脂代谢和炎性反应密

切相关。 有研究发现：在巨噬细胞和大鼠血管平滑肌细胞

中，ＰＰＡＲγ 可以诱导增加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活性；然而在人皮下

脂肪组织中，ＰＰＡＲα 和 ＰＰＡＲγ 激动剂却下调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

表达，抑制皮质醇的分泌等；除此之外，ＰＰＡＲγ 还可以增强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抗炎作用［３０⁃３３］ 。
３ １１β⁃ＨＳＤ１ 与肝 Ｘ 受体：肝 Ｘ 受体（ｌｉｖｅｒ Ｘ⁃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ＬＸＲ）是固醇调节的另一重要的转录因子，ＬＸＲｓ 有

ＬＸＲα、ＬＸＲβ 两种异构体，与 ＲＸＲ 形成二聚体调控 ＳＲＥＢＰ
通路。 在 ＳＲＥＢＰ１ｃ 基因启动子区域有两个 ＬＸＲ 反应元件，
因此 ＬＸＲ 能够促进 ＳＲＥＢＰ１ 的转录进而在固醇过量时促进

肝脏的脂质合成［３４］ ，２００２ 年有文献记载 ＬＸＲ 激动剂可以降

低 ５０％的 １１β⁃ＨＳＤ１ ｍＲＮＡ 的表达水平，同时也降低 １１β⁃
ＨＳＤ１ 的活性；另有研究显示：ＬＸＲ 激动剂可以通过减少 ＧＲ
的表达，抵抗 ＧＣｓ 的作用。 最新研究发现：在巨噬细胞中糖

皮质激素可以上调 ＬＸＲｓ 的表达［３５⁃３７］ 。
４ １１β⁃ＨＳＤ１ 与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１：固醇调节元件

结 合 蛋 白 １ （ ｓｔｅｒｏ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
ＳＲＥＢＰ１）分为 ＳＲＥＢＰ１ａ 和 ＳＲＥＢＰ１ｃ 两种，ＳＲＥＢＰ１ｃ 是脂肪

酸合成主基因，在体内主要调控长链脂肪酸的合成。 研究发

现：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 ＲＯ５０９３１５１ 可以安全有效地降低肝脏

中脂质的含量［２６］ 。 １１β⁃ＨＳＤ１ 与 ＳＲＥＢＰ１ 关系紧密：用反义

寡核苷酸抑制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表达以后，ＳＲＥＢＰ１ 的表达也随

之降低。 我们前期的实验结果也表明在肝脏特异性 １１β⁃
ＨＳＤ１ 高表达的转基因小鼠模型中，肝脏 ＳＲＥＢＰ１ 的蛋白表

达水平升高，脂质积聚，脂肪肝形成。
五、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及心血管

疾病等的新靶点

尽管 １１β⁃ＨＳＤ１ 对肝脏脂代谢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但
抑制 １１β⁃ＨＳＤ１ 可以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等代谢综合征是明

确的。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抑制剂有多种，大致可分为两类：非选择

性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选择性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 非选择性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虽然能够改善糖尿病和老年人的认知功

能，但副作用不祥，因此开发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选择性抑制剂成为

目前关注的热点。 大黄素是 １１β⁃ＨＳＤ１ 选择性抑制剂中的一

种，能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及血脂异常［３８］ 。 默

克公司生产的三唑基类抑制剂 ５４４、３８ 均为强有效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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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在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中能够减少摄食

量，减轻体质量，减少血清和肝脏三酰甘油和胆固醇的含量，
其中动物实验证实：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３８ 协同罗格列酮减轻脂肪肝、
改善血脂的作用比单独使用罗格列酮更强［３９］ 。 第一阶段药

效学研究发现默克公司的 ＭＫ⁃０９１６、ＭＫ⁃０７３６ 能够相对选择

性抑制肝脏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表达，明显减少肝脂肪变性［４０］ ，目
前已成为治疗高血脂、高血糖和其他代谢综合征的临床药

物。 惠氏公司生产的哌嗪磺酰胺类和苯磺酰胺类抑制剂在

人的肝脏和脂肪中有良好的药效动力学，能够有效抑制人和

小鼠的肝脏和脂肪中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活性［４１］ 。 辉瑞公司生产

的吡啶磺酰胺类抑制剂 ＰＦ⁃９１５２７５ 对人类 １１β⁃ＨＳＤ１ 有更加

强有力的抑制作用，能够有效抑制 １１β⁃ＨＳＤ１ 介导的强的松

向强的松龙的转化；在对 ６ 个健康成年人历时 １４ 天的试验

中发现，ＰＦ⁃９１５２７５ 在有效剂量范围是安全的，而且不影响下

丘脑⁃垂体⁃肾上腺轴［４２］ 。 因赛特公司生产的哌啶酰胺类抑

制剂 ＩＮＣＢ１３７３９ 已经处于第二临床试验阶段，它是一种强选

择性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能够改善脂肪肝、２ 型糖尿病，改善

血浆中胆固醇水平［４３］ 。 除此之外，抑制 １１β⁃ＨＳＤ１ 的活性还

能有效减缓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展［４４］ 。 越来越多的 １１β⁃
ＨＳＤ１ 选择性抑制剂被研制应用于改善 ＮＡＦＬＤ、高血脂等代

谢综合征，也为治疗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可能，成为

药物开发的新靶点。
六、总结

综上所述，炎症因子、１１β⁃ＨＳＤ１ 与 ＮＡＦＬＤ 三者密切相

关。 １１β⁃ＨＳＤ１ 糖、脂代谢中起重要作用。 使用外源性选择

性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或者抑制 １１β⁃ＨＳＤ１ 在肝脏或脂肪中的

表达都可有效改善 ＮＡＦＬＤ、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代谢性

疾病的表征。 目前对 １１β⁃ＨＳＤ１ 在糖代谢的作用有较为深入

的探讨，但对其在肝脏脂代谢中的作用机制认识不足。 由于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对人体的副作用尚不明确，制约了众多选

择性 １１β⁃ＨＳＤ１ 抑制剂的推广应用。 抑制 １１β⁃ＨＳＤ１ 是否能

通过逆转炎症反应改善肝脏脂质蓄积及其具体机制亟待深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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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动脉高压（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ＡＨ）是一

组以肺动脉压力进行性升高，继而引起右心室肥大、右心衰

竭，并最终导致死亡为特征的疾病。 ＰＡＨ 病因复杂，涉及一

系列机制，包括内皮功能障碍、血管活性物质失衡、氧化应

激、炎症、原位血栓形成和遗传倾向等［１］ 。 肺动脉高压是一

种常见病、多发病，且致残率和病死率都很高。 尽管肺动脉

高压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大量研究证实，氧化应激

在其病理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其信号转导通路

及与其相关的生长因子，对原发性肺动脉高压的直接或间接

用。 肺动脉高压患者体内出现氧化应激包括脂质过氧化、蛋
白质氧化、ＤＮＡ 氧化、酶类变性和抗氧化物质含量降低。 此

外，研究还证实活性氧可作为第二信使，通过活化多种信号

转导通路，如钙离子信号转导、蛋白质磷酸化及转录因子等，
最终导致细胞结构和功能破坏以及组织损伤和器官病变，甚
至癌变；可调节细胞生长途径，调节细胞增殖，改变转录因子

活性［２］ ，抑制细胞凋亡和调节死亡。 而多种抗氧化药物对肺

动脉高压的动物模型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也支持活性氧参

与肺动脉高压的进展这一假设。 因此，探讨氧化应激与肺动

脉高压及其信号转导通路与原发性肺动脉高压的关系，可能

为肺动脉高压提供新的治疗措施。 本文将重点对活性氧物

质（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的产生，ＲＯＳ 及其信号转导

途径对肺动脉高压血管重塑、右心室肥厚机制和抗氧化治疗

等进行阐述。
１． 肺动脉高压及氧化应激概述

肺动脉高压为在海平面安静状态下，右心漂浮导管测得

肺动脉平均压（ｍＰＡＰ）≥２５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介

于 ２０ ～ ２５ｍｍＨｇ 者为临界肺动脉高压，此外欧洲指南还指

出，不支持运动状态下 ｍＰＡＰ ＞ ３０ｍｍＨｇ 作为肺动脉高压的

诊断标准，并依据肺动脉楔压（ｐｕｌＰＡＷＰ）将肺动脉高压分为

毛细血管前性和毛细血管后性肺动脉高压［３］ 。 而根据病理

生理和治疗策略的不同，ＰＡＨ 分为 ５ 种类型：肺动脉高压①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②遗传性肺动脉高压③药物和毒物相关

性肺动脉高压④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左心疾病相关肺血

高压；慢性缺氧性疾病相关肺血高压、慢性血栓栓塞性肺血

高压及由多种未知因素导致的肺血高压［４］ 。 肺动脉高压发

病的病理学基础为肺动脉内皮功能障碍、平滑肌细胞增殖及

细胞外基质沉积等导致的肺小血管重塑，肺动脉压力升高。
而氧化应激是指机体在遭受各种有害刺激时，体内高活性分

子如活性氧自由基产生过多，氧化程度超出氧化物的清除，
导致中性粒细胞炎性浸润，蛋白酶分泌增加等，从而导致组

织损伤。 自由基种类有很多，与氧化应激相关的主要是

ＲＯＳ，包括单线态氧 （Ｏ２）、羟自由基 （·ＯＨ）、超氧阴离子 （·
Ｏ２）、过氧化氢（Ｈ２Ｏ２ ）、一氧化氮 （ＮＯ·）和过氧亚硝酸 （·
ＯＮＯＯ⁃）等，而参与细胞信号转导途径的主要是·Ｏ２和 Ｈ２Ｏ２。
细胞内 ＲＯＳ 有多种生成途径：①主要是由线粒体呼吸链中

产生的超氧阴离子；②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解偶连过程产生

活性氧；③还原型辅酶Ⅱ（ＮＡＤＰＨ）氧化酶通过氧分子得电

子产生活性氧，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有多个亚型，其中 Ｎｏｘ４ 主要

定位于线粒体，是活性氧的主要来源；④黄嘌呤氧化酶（ＸＯ）
氧化产生尿酸的同时伴有活性氧的产生；⑤髓过氧化物酶

（ＭＰＯ）催化的反应也有 ＲＯＳ 的产生［５］ 。 而为防止过度氧化

应激的损害，机体存在两类抗氧化系统，一类是酶抗氧化系

统，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过氧化氢酶（ＣＡＴ）、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等；另一类是非酶抗氧化系统，包括

维生素 Ｃ、维生素 Ｅ、谷胱甘肽等。
２． 活性氧物质及其信号转导与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

（１）活性氧物质及信号转导与肺动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正常的血管内皮细胞是保证血管正常舒缩，维持血管张

力，调节血压的基础。 而多种因素如血管活性物质水平失

衡、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氧自由基、内毒素、 细胞因子和生

长因子等造成的炎症反应，是导致内皮功能障碍的共同环

节。 当四氢生物蝶呤和 Ｌ⁃精氨酸过少， ｅＮＯＳ 解偶联，可降

低 ＮＯ 产生，促进成超氧化物的形成［６］ 。 随着 ＲＯＳ 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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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ＯＳ 的活性降低，ＮＯ 生成更少。 而 ＮＯ 作为舒血管物质，
在肺动脉内皮损伤导致肺动脉 血管重构中起重要作用。 ＮＯ
从内皮释放后迅速弥散，与血管平滑肌上受体结合，使鸟苷

酸环化酶激活，环磷酸鸟苷（ｃＧＭＰ）的含量增加。 ｃＧＭＰ 可通

过激活蛋白激酶，使多种蛋白磷酸化，从而引起血管舒 张；
ｃＧＭＰ 还能促进细胞内 Ｃａ２ ＋ 外流和肌浆网摄取 Ｃａ２ ＋ 增加，并
能减少三磷酸肌醇产生， 使 Ｃａ２ ＋ 内流减少，引起血管舒张，
反之，肺血管持续收缩导致肺动脉高压。 研究表明，血管剪

切应力是促使 ＮＯ 合成和释放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乙酰胆

碱、缓激肽、去甲肾上腺素、缺氧等均可使 ＮＯ 的释放增加。
而 Ｎ⁃甲基精氨酸通过对 ｅＮＯＳ 的竞争性抑制作用，使 ＮＯ 合

成减少；各种氧自由基可迅速清除 ＮＯ，造成血管收缩。 因

此，肺动脉高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与 ＮＯ 生物利用度降低，氧
化应激使 ＮＯ 的降解增加有关 ［７⁃８］ 。 氧化应激造成的内皮功

能损伤还与内皮细胞高表达细胞粘附分子和整合素，使内皮

对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粘附增加，从而造成血液有形成分

的改变和血栓形成，其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除与 ＰＩ３Ｋ⁃ Ａｋｔ⁃
ｅＮＯＳ⁃ ＮＯ⁃ ＮＦ⁃ Ｂ 有关外，还与 ＰＫＣ ⁃ ＥＲＫｓ 有关［９］ 。 此外，
Ｒｈｏ 激酶介导的血管收缩和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被认为是肺

动脉高压的主要启动者，而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在肺动脉高

压发病中被认为是促进不良内皮及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血管

持续收缩的主要催化剂［１０，１１］ 。
（２）ＲＯＳ 诱导肺动脉内皮细胞凋亡　 血管内皮细胞凋亡

被认为是肺动脉高压的始动因素，主要引起血管重构、丛样

病变及原位血栓形成等病理变化。 在 ＰＡＨ 动物模型及与

ＰＡＨ 相关的危险因素在体内外的实验，都能观察到内皮细胞

凋亡或体内循坏内皮细胞数量的增加［１２］ 。 Ｔｅｎｇ 等［１３］ 在新

生羊 ＰＡＨ 模型研究中发现，随着 ＲＯＳ 的增加，ＰＡＨ 血管内

皮细胞增殖减弱、凋亡增加，且此内皮功能紊乱与 ＮＡＤＰＨ 表

达上调有关。 过量的 ＲＯＳ 也可通过上调 Ｆａｓ 的表达、诱导线

粒体 ＤＮＡ 损伤、激活 ＪＮＫ ／ ｃ⁃ｊｕｎ 等途径引起内皮细胞增殖与

凋亡失衡，从而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凋亡［１４］ 。 此外，在肺动脉

高压的进展中，凋亡的内皮细胞还可诱导产生凋亡抵抗表型

的内皮细胞过度增殖，形成丛状病变和血管闭塞，加重肺动

脉高压形成。
（３）ＲＯＳ 及信号转导与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现

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ＲＯＳ 可以调节细胞信号转导，尤其

是在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作为 ＲＯＳ 主要来源的反应中［１５］ 。 ＮＡＤ⁃
ＰＨ 氧化酶致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的作用在许多动物

模型中已经证实，包括胎羊［１６ ⁃ １７］ 、新生仔猪［１８］ 和小鼠［１９］ 等。
这表明，在 ＲＯＳ 信号转导途径中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和其下游组

件可能为治疗肺动脉高血压的潜在靶点。 在对肺动脉平滑

肌细胞的研究中发现，５⁃羟色胺和内皮素⁃１ 通过 ＮＡＤＰＨ 氧

化酶产生 ＲＯＳ。 ５⁃羟色胺通过 ５⁃羟色胺受体进入肺动脉平

滑肌细胞，促进 ＲＯＳ 形成，释放出的 ＲＯＳ 激活胞外信号调节

激酶⁃１（ＥＲＫ⁃１）和（或）ＥＲＫ⁃２，磷酸化的 ＥＲＫ 又激活 ＧＡＴＡ⁃
４（ＧＡＴＡ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４，ＧＡＴＡ⁃４），引起细胞周期调节因子

如 ｃｙｃｌｉｎ Ｄ２ 的基因转录，促进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有丝分

裂增值和迁徙，而抗氧化剂可通过抑制 ５⁃羟色胺诱导的 ＧＡ⁃
ＴＡ４ 磷酸化和活化发挥抗氧化作用［２０］ 。 此外，还发现 ＥＲＫ
及随后的 ＧＡＴＡ４ 的磷酸化都依赖于 ＲｈｏＡ 和 Ｒｈｏ 激酶的活

化［２１ ⁃ ２３］ 。 Ｒｈｏ 激酶抑制剂法舒地尔能改善 ＰＡＨ 大鼠肺血流

分布，其不仅扩张已经灌注的血管，还使血流向没有被灌注

的血管［２４］ ，从而降低肺内压力。 有学者还发现内皮细胞释

放的血管活性物质，如 ＮＯ、血管紧张素Ⅱ、血栓素 Ａ２ 和生长

因子如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 ＰＤＧＦ）、转化生长因子⁃β１
（ＴＧＦ⁃β１）、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２（ＦＧＦ⁃２）、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ＶＥＧＦ）都能影响平滑肌细胞的生长，导致血管重

构［２５ ⁃ ２６］ 。 如 ＲＯＳ 可通过 ＮＯＸ４ 介导的 ＴＧＦ⁃β１ 诱导肺动脉

平滑肌细胞增殖，而 ＴＧＦ⁃β１ ／ Ｓｍａｄ 信号可以协同缺氧 ／ ＨＩＦ⁃
１α 促进增殖。 因此，ＨＩＦ⁃１α 和 ＨＩＦ⁃２α，ＴＧＦ⁃β１ 和 ＮＯＸ４，共
同作用，使肺血管重构。 此外，还发现在体外培养的小牛肺

动脉平滑肌细胞，经 ＸＯ 处理后，氧化还原敏感的转录因子

Ｅｇｒ⁃１ 活性增加，并通过诱导 ＥＲＫ１ ／ ２ 的磷酸化，增加细胞增

殖，减少细胞凋亡［２７］ 。
（４）氧化应激与血管外膜　 血管外膜的成纤维细胞可通

过调节血管平滑肌层的表型转化、增殖、凋亡和迁移来影响

血管重构。 氧化应激产生的 ＲＯＳ 可作为“第二信使”通过激

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信号传导通路，调控 ＭＭＰｓ
和 ＴＩＭＰｓ 基因的表达。 有研究表明，ＲＯＳ 可对 ｐｒｏ⁃ＭＭＰｓ Ｎ
末端的抑制性肽段进行氧化修饰，可以直接暴露 ｐｒｏ⁃ＭＭＰｓ
的活性中心，从而迅速激活 ＭＭＰｓ，此后基质金属蛋白酶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 等上调并介导成纤维细胞由外膜迁移进入血

管中膜和内膜，再之出现血管中膜及内膜增生即血管重构形

成。 Ｆｒｉｓｄａｌ 等［２８］发现肺动脉高压的肺血管有 ＭＭＰ２ 活性的

增强及其 ｍＲＮＡ 水平的增高；免疫荧光定位检验显示 ＭＭＰ２
在肺血管系统的内膜、中膜及外膜均有表达且 ＭＭＰ２ 的活性

增强与肺动脉高压的严重程度相关。 此外，在严重肺动脉高

压肺血管内发现内皮细胞与内弹力板之间会出现由肌纤维

细胞及细胞外基质所构成的“新生内膜”。
３． 活性氧物质通过生长因子及其信号转导系统参与肺

动脉高压形成

ＲＯＳ 可促进多个生长因子的表达和 （或） 激活，包括

ＰＩ３Ｋ ／ Ａｋｔ、ｐ３８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ｃ⁃Ｓｒｃ、转化生长因子

（ＴＧＦ⁃β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等，而生长因子也可

以刺激 ＲＯＳ 的产生，二者互为因果。 在慢性低氧性肺动脉

高压大鼠中发现 ＥＲＫ１ ／ ２、ｐ３８ＭＡＰＫ 蛋白广泛分布于肺血管

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中，且随着低氧时间的

延长，ＲＯＳ 增多，ＥＲＫ１ ／ ２、ｐ３８ＭＡＰＫ 蛋白表达也增加。 ＦＧＦ⁃
２ 基因的启动子可由来源于 ＮＯＸ 的 ＲＯＳ 通过对氧化还原敏

感的转录因子的活化来激活。 在肺动脉平滑肌发现 ＦＧＦ⁃２
的表达，可由能促进 ＲＯＳ 信号转导物质的增加而增加，如
ＦＧＦ⁃２ 本身，ＥＴ⁃１ 和 ＴＧＦ⁃β１，也可由 ＮＯＸ 抑制剂夹竹桃麻

素抑制，提示氧化损伤在缺氧诱导的肺动脉高压中起重要作

用［２９ ⁃ ３０］ 。 ＴＧＦ⁃β 主要作用于 ＴＧＦ⁃βＲ， 形成 ＴＧＦβＲ１ 与

ＴＧＦβＲ２ 复合体， 并激活 Ｓｍａｄ２ ／ ３ 通路，进而通过细胞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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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因子的激活或抑制 来影响 ＤＮＡ 的转录， 调控细胞功

能［３１］ 。 ＶＥＧＦ 结合于位于血管内皮上具有高亲和力的酪氨

酸激酶受体（ＶＥＧＦＲ⁃１，ＶＥＧＦＲ⁃２）。 在高血压患者的肺部，
发现在相邻的丛状病变动脉内皮细胞内 ＶＥＧＦＲ ｍＲＮＡ 的表

达增加，而 ＶＥＧＦＲ⁃２ ｍＲＮＡ 越高，内皮细胞内的丛状病变更

严重［３２］ 。 两者结合，支持 ＲＯＳ 且至少部分地通过刺激生长

因子信号转导促进血管重塑和高血压的发生。 此外，有学者

认为骨形成蛋白也参与肺动脉高压的形成。 骨形成蛋白

（ｂｏｎｅ ｍｏｒｐｈ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ＭＰ）是转化生长因子超家族成

员之一。 ＢＭＰ 可结合于细胞膜上的丝氨酸 ／苏氨酸受体复合

物（ＢＭＰＲ⁃Ｉ 和 ＢＭＰＲ⁃Ⅱ），进而磷酸化激活胞内 Ｓｍａｄ 信号

分子，Ｓｍａｄ 进入细胞核启动下游基因的表达。 研究发现，骨
形成蛋白Ⅱ型受体（ＢＭＰＲ⁃Ⅱ）突变是导致遗传性肺动脉高

压的主要因素，据统计约 ２５％的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可发

现其隐匿突变。
４． 活性氧物质及其信号转导与右心室肥厚

研究发现，肺动脉高压引起的右心室肥厚和衰竭在很大

程度上与氧化应激有关［３３］ 。 多项在野百合碱（ｍｏｎｏｃｒｏｔａｌ⁃
ｉｎｅ，ＭＣＴ）所致的肺动脉高压大鼠试验中发现右心室肥厚和

右心室活性氧 ＲＯＳ 的产生增加［３４］ 。 郭海鹏等在利用

ＳＯＤ３Ｅ１２４Ｄ基因突变型大鼠建立 ＭＣＴ 诱导的肺动脉高压模型

中证实超氧阴离子及其下游氧化产物，与肺动脉高压致右心

室重构的病理发展过程密切相关，且内源性 ＳＯＤ３ 对应激环

境下的肺动脉高压有保护作用［３５］ 。 一些研究也报道，在心

力衰竭时，心肌中与 ＲＯＳ 形成相关的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亚基

ｐ４７ｐｈｏｘ 和小 Ｇ 蛋白 Ｒａｃ⁃１ 的表达增强，黄嘌呤氧化酶的生

成增加，一氧化氮合成酶功能失调或缺失，线粒体电子传递

链缺陷。 另有研究发现 Ａｎｇ⁃Ⅱ诱导心肌肥厚也依赖于 ＮＡＤ⁃
ＰＨ 氧化酶的激活。 而 Ｓａｍ 等［３６］ 的一项实验表明 ＲＯＳ 的增

加与非缺血性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心肌抗氧化酶活性的变化

有关。 此外，转录因子 ＧＡＴＡ４ 在右心室肥厚过程中也起着

重要的作用。 ＧＡＴＡ 结合蛋白 ４ 是 ＧＡＴＡ 结合蛋白家族成员

之一，它含有高度保守 ＤＮＡ 结合区域，该区域具有两个毗邻

的锌指结构 Ｃｙｓ⁃Ｘ２⁃Ｃｙｓ⁃１７⁃Ｃｙｓ⁃Ｘ２⁃Ｃｙｓ，能够优先识别和直接

结合（Ａ ／ Ｔ）ＧＡＴＡ（Ａ ／ Ｇ）核苷酸序列。 肺动脉环缩术引起的

右心室压力超负荷或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均可增加 ＧＡＴＡ４ 基

因的表达。 而在左心室，可通过主动脉缩窄术引起压力负荷

激活 ＧＡＴＡ４，但在右心室其可直接增加 ＧＡＴＡ４ 基因的表达，
提示右心室特别具有 ＧＡＴＡ４ 转录激活机制［３７］ 。 同样发现，
在 ＭＣＴ 诱导大鼠形成肺动脉高压的同时，血浆 ５⁃ＨＴ 浓度升

高，５⁃ＨＴ 通过 ５⁃羟色胺转运体的转运，经信号转导激活 ＧＡ⁃
ＴＡ⁃４，从而增加多种细胞周期调节因子的基因转录，最终促

进肺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使肺动脉构型重建和右

心室肥厚，而左心室则没有这样的变化。 这可能是氟西汀抑

制 ＭＣＴ 诱导的肺动脉构型重建和右心室肥厚的重要调节因

子之一［３８］ 。 Ｃｈｏｐ（Ｃ ／ ＥＢＰ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是 ＣＣＡＡＴ ／增强

子⁃结合蛋白（Ｃ ／ ＥＢＰ）转录因子同源蛋白，又称生长停滞及

ＤＮＡ 损伤基因 １５３（Ｇｒｏｗｔｈ ａｒ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ｇｅｎｅ１５３，ＧＡＤＤ１５３）是内质网应激相关凋亡信号。 在 Ｃｈｏｐ
基因敲除诱导的肺动脉高压中，通过下调 ＥＲＯｌａ，减少 ＲＯＳ
的产生进而降低 ＰＡＨ 的氧化应激损伤或通过反向调节

ＧＡＤＤ３４，增加 ｅｉｆ２ａ 磷酸化，抑制蛋白合成和肺血管壁增生

重塑，从而起到保护心肺的作用。
５． 肺动脉高压的一般治疗和抗氧化治疗

目前，肺动脉高压的治疗主要集中在改善血管舒缩状

态、缓解临床症状、增加活动耐量、改善血流动力学、增加心

排出量、延缓疾病进展、延长生存率等方面。 临床常用药物

有：①内皮素受体拮抗剂：波生坦、安贝生坦等；② 前列环素

类似物： 依前列醇、伊洛前列环素等；③５⁃羟色胺受体拮抗

剂：特麦角脲等；④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西地那非等；⑤
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利奥西呱等。 然而随着 ＲＯＳ 及其信

号转导途径与肺动脉高压发病机制的研究，抗氧化治疗已成

为肺动脉高压 防治的新思路。 目前发现药物普罗布考，Ｎ⁃
乙酰半胱氨酸，厄多司坦，超氧化物歧化酶，醇，二氧化硫，白
藜芦醇和 ＥＵＫ⁃１３４ 等抗氧化剂复合物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

和右心功能不全。 但这些药物主要是通过影响氧化应激相

关酶类和血管活性物质起作用，而随着作用于氧化应激信号

转导通路的新型抗氧化药物的问世，抗氧化治疗进入了新的

时代。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通过抑制胞内 ＴＧＦ⁃β 信

号转导通路，激活小分子 Ｇ 蛋白、Ｒａｓ 蛋白及其下游的丝裂

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 中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ＥＲＫ），
抑制肺血管平滑肌异常增殖和迁移，被证实可逆转野百合碱

诱导的肺动脉高压大鼠肺血管中膜平滑肌细胞的增殖。 Ｒｈｏ
激酶抑制剂法舒地尔可通过激活 Ｒｈｏ ／ ＲＯＣＫ 信号通路直接

影响肺动脉平滑肌收缩、下调 ＥＴ⁃１ 表达、上调 ｅＮＯＳ 表达，抑
制肺小动脉平滑肌的收缩、增生，抑制肺小动脉重构和右心

室肥厚，有效地降低肺动脉压［３９］ 。 二甲双胍可通过激活腺

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ＡＭＰ⁃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ＡＭＰＫ），
并使之磷酸化，促进抑癌基因 ＴＳＣ 的表达，进而抑制促蛋白

生长因子 ｍＴＯＲ 的生长，从而改善低氧相关性或野百合碱诱

导的肺动脉模型大鼠血管平滑肌增殖。
６．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氧化应激可通过多种途径

参与肺动脉高压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肺动脉高压发病机制

复杂，氧化应激及其信号转导机制也未完全阐明，但在动物

实验中，抗氧化剂可从肺动脉高压发病机制和肺动脉血管重

塑过程中中断和清除 ＲＯＳ 产生的酶系统，从而治疗肺动脉

高压，这就为肺动脉高压的治疗提供了新方向，也为进一步

探讨最佳的抗氧化策略提供了机会。 但目前大多数抗氧化

剂药物尚处于动物实验研究阶段，其临床疗效还有待进一步

验证和评估。 相信通过对抗氧化药物及靶向治疗药物的研

究，以及与血管活性药物的联合应用，能使肺动脉高压的治

疗进入一个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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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炎的磁共振诊断价值及最新进展

刘 钢∗　 温兆赢

　 　 ［关键词］ 　 心肌炎；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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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肌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是由感染及非感染因素引起的心肌

局限性或弥散性炎症。 感染性致病因素包括病毒、细菌、真
菌及原虫等，非感染性致病因素包括药物、毒物、放射线照射

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１］ 。 病毒性心肌炎（ ｖｉｒｕ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
ＶＭＣ）是人类心肌炎最主要的病因［２］ ，引起病毒性心肌炎的

常见病毒是柯萨奇 Ｂ 组（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 Ｂ ｖｉｒｕｓ）病毒、埃可（ＥＣＨ⁃
Ｏ）病毒和流行性感冒病毒。 按照 １９８６ 年提出的 Ｄａｌｌａｓ 标

准，ＶＭＣ 应同时具备心肌间质炎细胞浸润和心肌细胞变性

或坏死，晚期有明显的间质纤维化。 心脏磁共振检查（ｃａｒｄｉ⁃
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ＣＭＲ）软组织分辨力高，对于心

肌炎急性期及慢性期的病理变化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显示效

果，并且具有多参数、任意方位成像的特点，对于心脏形态、
功能及心肌活性也能获得满意显影效果。

１． 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诊断方法

目前临床对于 ＶＭＣ 缺乏特异性的诊断方法，心内膜心

肌活检（ｅｎｄｏ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ｉｏｐｓｙ，ＥＭＢ）被认为是 ＶＭＣ 诊断的

金标准，可以对 ＶＭＣ 建立明确的病理组织学和病毒学诊断。
但是作为一种有创性检查，难以被所有患者接受。 １９９９ 年，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制定了 ＶＭＣ 的诊断参考标准［３］ ；
２００９ 年，加拿大公布了有关心肌炎诊断和治疗的指南［４］ ，但
截止到目前没有一种特异性辅助检查可以确诊心肌炎，心肌

炎的诊断需要结合病史、综合临床检查及排除其他疾病造成

的心肌损害，而做出诊断。
（１）临床表现　 无明显特异性，约 ５０％ 患者于发病前 １

～ ３ 周有病毒感染前驱症状，如发热，全身倦怠，即所谓“感
冒”样症状或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然后出现心悸、胸
痛、呼吸困难及浮肿甚至 Ａｄａｍｓ⁃Ｓｒｏｋｅｓ 综合征。 体检可见与

发热程度不平行的心动过速及各种心律失常，或有颈静脉怒

张，肺部啰音，肝大等心力衰竭体征。 重症者可出现心源性

休克和心脏性猝死［５］ 。
（２）心内膜心肌活检 　 ＥＭＢ 是 ＶＭＣ 诊断的金标准，同

时对评价临床预后和治疗有重要意义［６］ 。 但是 ＥＭＢ 也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 ＶＭＣ 心脏病变呈灶性分布，病毒

检出率低，灵敏度不高。 其次，活检结果判读存在主观差异

性，不同观察者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而且心肌炎的病变多

累及心外膜下心肌，心内膜活检是无法取到心外膜的组织

的。 再次，心肌组织标本采集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并发症，穿
孔、心包压塞发生率在 ０ １％ ～ ０ ５％ ，总体并发症约 ６％ ［７］ 。
因此，ＥＭＢ 作为 ＶＭＣ 诊断金标准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

疑。 免疫组化较传统的组织病理学对于心肌炎的诊断有更

高的敏感性，但是高昂的费用及缺乏统一的标准化依据，也
制约了其发展。

（３）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及实验室检查　 心电图改变是

临床诊断心肌炎的重要指标之一，常可见 ＳＴ⁃Ｔ 改变，Ｒ 波降

低，病理性 Ｑ 波和各种心律失常，但是都属于非特异性改变，
部分心肌炎患者可表现为心电图无异常改变。 心脏超声可

以发现心脏形态的改变，如室壁运动异常，心腔大小变化，收
缩及舒张功能障碍，左心室射血分数的改变以及是否伴发心

包积液，但也是非特异性改变，敏感度低，部分轻中型患者可

无阳性发现。 心肌炎的实验室检查中最常用的是肌酸激酶

（ＣＫ⁃ＭＢ）和肌钙蛋白（ ｃＴｎＴ），二者均为心肌损伤的非特异

性指标，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肌梗死、心肌病及肺栓

塞、肾功能衰竭等患者都可以出现不同程度升高。
２． 心脏磁共振检查的临床应用

１９９１ 年首次报道 ＣＭＲ，已有 ２０ 余年的时间。 伴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发展及 ＭＲ 设备的更新，ＣＭＲ 开启了 ＶＭＣ 无创

性检查的新篇章。 ＣＭＲ 以其大视野、无电离辐射、任意平面

成像以及集形态、功能、灌注及分子成像等为一体的“一站

式”（ｏｎｅ⁃ｓｔｏｐ⁃ｓｈｏｐ）成像特点在心肌炎影像学诊断方法中独

树一帜。 ＣＭＲ 不仅能够显示心脏的形态和功能，而且能够

显示心肌炎症反应时病理特征，如充血、水肿、坏死及纤维化

等，ＣＭＲ 对于 ＶＣＭ 诊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中度的特异

性［８］ 。 常见的扫描体位主要包括左心室水平长轴 （四腔

心）、左心室垂直长轴（两腔心）以及多层面的左心室短轴

等［９］ 。 常见的序列包括快速自旋回波，梯度回波及钆喷酸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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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磁共振扫描成像。

２００９ 年，ＪＡＣＣ 提出了《心肌炎 ＣＭＲ 诊断标准建议》，即
路易斯湖标准（ｌａｋｅ ｌｏｕｉｓ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此标准将反映

心肌水肿的 Ｔ２ 加权成像、ＥＧＥ 成像、ＬＧＥ 成像纳入诊断标

准：①对临床疑似的心肌炎病例，如满足以下 ３ 条标准中至

少 ２ 条，即可诊断为心肌炎：Ｔ２ 加权成像中局灶性或弥散性

心肌 ＳＩ 增强（心肌与骨骼肌 ＳＩ 比值≥２ ０）；钆增强的 Ｔ１ 加

权显像中，心肌整体 ＥＧＥ 率比值增加（心肌与骨骼肌整体 ＳＩ
增强率比值≥４ ０ 或心肌增强绝对值≥４５％ ）；在非缺血区

域，钆增强的 Ｔ１ 加权显像中至少有一处局灶 ＬＧＥ。 ②如存

在 ＬＧＥ，提示存在由心肌炎症引起的心肌损伤和 ／或心肌瘢

痕。 ③出现以下情况建议在首次 ＣＭＲ 检查后 １ ～ ２ 周再次

复查：以上标准均不符合，但检查时处于发病早期，而且临床

证据强烈提示心肌炎症；仅符合以上 １ 项标准。 ④出现其他

支持心肌炎的证据，如左心室功能不全或心包炎。 路易斯湖

标准的建立，有助于 ＣＭＲ 对于心肌炎诊断标准的统一，使
ＣＭＲ 在心肌炎的诊断中受到临床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心血管磁共振学会及欧洲心脏磁共振

工作组专门针对 Ｔ１ｍａｐｐｉｎｇ 和 ＥＣＶ 定量评估提出了共识与

规范，为 Ｔ１ｍａｐｐｉｎｇ 及 ＥＣＶ 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Ｔｌ 和 ＥＣＶ ｍａｐ 应当用恰当的彩色（或灰度）显示，以保证不

同特征组织间最大的差异。 ＬＧＥ 识别心肌纤维化的能力在

疾病的预后判断和危险分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

那些散在尚未形成大片状，甚至潜在的纤维化，单凭现有的

成像序列和方法无法进行有效识别。 ＬＧＥ 是建立在纤维组

织和正常心肌差异的基础上，然而在心肌弥慢纤维化的个体

中，缺乏纤维化心肌与正常心肌的对比，因此 ＬＧＥ 的应用受

到了限制。 Ｔ１ｍａｐｐｉｎｇ 和 ＥＣＶ 定量评估为此提供了新的解

决办法，弥补了 ＬＧＥ 对于弥漫纤维化或者潜在纤维化诊断

的不足之处。 该技术使得我们可以无创地动态定量观察纤

维化病变，减少了心内膜活检的风险，为今后对疾病进展的

评估与跟踪提供了便利。 下面将对 ＣＭＲ 序列进行逐一介绍

和分析：
（１）Ｔ２ 加权成像 　 Ｔ２ 驰豫时间反映了心肌的含水量。

水肿是急性炎症的特异性标志［１０］ 。 ＶＭＣ 由于炎细胞浸润，
细胞膜通透性增加，心肌细胞出现水肿，毛细血管壁功能异

常，导致细胞间隙内水积聚，故在 Ｔ２ 加权像上表现为高信

号。 采用黑血序列及压脂扫描可以更加清晰地显示心肌水

肿高信号。 心肌水肿多见于病初的 ２ ～ ３ 周，但是有研究表

明在大部分慢性心肌炎病人也可以出现［１１］ 。 当心肌表现为

局限性水肿时，肉眼很容易从正常心肌中识别出异常的高信

号心肌。 当心肌表现为弥散性水肿时，识别比较困难，通常

以骨骼肌信号为参照来对比判断，当骨骼肌存在水肿时，需
要对高信号强度（ｓｉｇｎ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Ｉ）进行量化分析。

（２）对比增强 Ｔ１ 加权成像　 Ｇｄ⁃ＤＴＰＡ 是一种顺磁性细

胞外造影剂，进入人体后只存在于细胞外间隙。 但是当心肌

细胞出现坏死及纤维化时，心肌细胞细胞膜完整性破坏，Ｇｄ⁃

ＤＴＰＡ 可以在坏死心肌细胞中聚集，Ｔ１ 加权表现为高信号。
对比增强 Ｔ１ 加权成像分为早期增强（ ｅａｒｌｙ 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ＥＧＥ） 和延迟增强 （ ｌａｔｅ 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ＬＧＥ）

１）ＥＧＥ 充血是炎症反应的特点之一。 ＶＭＣ 时毛细血管

扩张充血，毛细血管静水压升高，渗出增加，进入血管及组织

间隙的造影剂含量随血流增加而增加，所以 ＭＲＩ 表现为早期

强化，尤其是造影剂注入的前 ２ ～ ３ｍｉｎ 内。 ＥＧＥ 大约在急性

炎症开始后的 ４ ～ ６ 周存在，并可用于检测慢性炎症的活动

性［１２］ 。 美国心脏病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推荐使

用三层短轴层面来覆盖左心室基底部，中部和心尖部至少

２ ５ｍｍ 的空间分辨率，以避免遗漏病变。 由于 ＥＧＥ 采用的

是快速自旋回波技术，而且要求连续扫描，快速成像，所以图

像分辨率不高，但是有研究表明 ＥＧＥ 是检测慢性心肌炎最

准确的指标［１３］ 。
２）ＬＧＥ 反映心肌不可逆性损害，包括心肌坏死和纤维

化。 ＬＧＥ 显示的高信号区域与心肌炎症坏死区域几乎完全

一致，ＬＧＥ 对比增强的程度与心肌病理的严重性高度相

关［１４］ 。 在拟诊心肌炎的患者中，ＬＧＥ 阳性率为 ９１％ ，而超声

的阳性率为 ３５％ ［１５］ 。 ＬＧＥ 定位心肌坏死区域，从而指导

ＥＭＢ，病理学检查阳性率可达到 ９０％ 。 已经证实 ＬＧＥ 可以

用于心肌炎的预后评估和长期随访［１６］ 。 ＣＭＲ 延迟强化可以

作为心肌炎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子，但是延迟强化出现的

部位和预后并没有明显的关联［１７］ 。 对心肌炎患者的随访发

现，急性期到恢复期，心肌水肿和充血较前明显减轻，ＬＧＥ 的

范围亦明显减小，这可能与瘢痕组织的生理性收缩有关。
ＬＧＥ 诊断心肌炎并不具有特异性，在心肌梗死、心肌病及心

肌淀粉样变性中，都可以出现。 ＬＧＥ 可以用于区分非缺血性

（心肌炎）和缺血性（心肌梗死）心肌病变，首先，心肌炎强化

程度随时间逐渐递减，心肌梗死强化程度比较稳定；其次，心
肌炎强化部位呈多发，散在的分布，大多位于心外膜下，左心

室后侧壁最常见（５６％ ），可单独存在，也可合并室间隔及左

心室前壁共同存在［１８］ ，并且与血管走形关系不大；而在心肌

梗死中心内膜强化是特征性表现，强化部位与血管走形相对

应［１９］ 。 与 ＳＰＥＣＴ 相比，ＬＧＥ 判断梗死心肌更加准确，分辨率

更高，可以发现心内膜下的心肌梗死［２０］ 。 Ｇａｂｒｉｅｌａ Ｍｅｌéｎｄｅｚ⁃
Ｒａｍíｒｅｚ［２１］对 ＬＧＥ 出现的部位与心电图相应导联出现异常

的对比研究中发现，在急性心肌炎中，ＣＭＲ 延时强化出现的

部位与心电图 ＳＴ 段抬高的部位，只有下侧壁具有中度的一

致性，而其它节段并不相符。 Ｓｔｅｎｓａｅｔｈ 等［２２］ 报道了 ４２ 例急

性 ＶＭＣ 患者的 ＣＭＲ 图像变化：急性期 Ｔ２ 加权阳性率为

５７％ ，ＥＧＥ 及 ＬＧＥ 的阳性率分别为 ３１％ 、６４％ ，而 ７６％ 的患

者出现 ２ 种或 ３ 种图像的异常。
（３）Ｔ１ｍａｐｐｉｎｇ　 是一种心脏磁共振技术产生的心脏参

数图，通过用 Ｔ１ 值编码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 实际操作时，
需要测量初始 Ｔ１ 和增强后 Ｔ１ ｍａｐ，并且两组数值的获取应

当在相同层面、同一心动周期并保证参数的一致性。 心肌炎

晚期可出现明显的心肌纤维化，心肌纤维化是心室重构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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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素，其本质是胶原纤维在细胞外不成比例的聚集，表现

为细胞外基质的扩张。 因此，心肌细胞外基质 ／纤维化的定

量、定性评估就显得极为重要。 ＴＩ ｍａｐｐｉｎｇ 技术能够直接测

量组织的 Ｔ１ 值，从而定量评估心肌纤维化的程度，从而指导

临床疾病的治疗及有效的评估患者预后。 Ｔ１ｍａｐｐｉｎｇ 作为检

测急性心肌炎的一项新的指标，对比 Ｔ２Ｗ 成像有更好的表

现。 它具有更高的敏感性，特别是对于检测微小的局灶性的

病变［２３］ 。
（４）细胞外间隙 　 细胞外间隙 （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ＥＣＶ）反映了未被心肌细胞占据的心肌组织的体积分数。 通

过血细胞容积调整心肌初始和强化后 Ｔ１ 的数据后可以逐像

素地产生 ＥＣＶ ｍａｐ。 ＥＣＶ 测量的是细胞外基质占据的空间，
与胶原的体积分数有相关性。 心肌水肿时，ＥＣＶ 也会增加。
在没有淀粉样变、其他形式的浸润性疾病或水肿的情况下，
ＥＣＶ 可以作为心肌纤维化的生物学标记物。 目前检测纤维

化的金标准是心内膜活检，但是活检存在巨大风险，而且在

心肌局限性纤维化时，假阴性率非常高。 ＥＣＶ 可以定性定量

测量心肌炎时心肌水肿和纤维化，为心肌炎的诊疗和预后随

访提供帮助。
３． 小结与展望　 ２００９ 年路易斯湖标准的建立，使 ＣＭＲ

对于心肌炎的诊断标准得到了统一，从而让 Ｔ２ 加权成像、
ＥＧＥ 成像、ＬＧＥ 成像等常规序列成熟的应用于临床心肌炎的

诊断。 ＣＭＲ 诊断心肌炎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ＣＭＲ 检查无电离辐射，安全无创，可用于心肌炎患者长期随

访。 其次，ＣＭＲ 可任一层面成像，不受患者体型限制，可重

复测量心脏功能，目前已经成为评价心脏功能的金标准。 再

次，ＣＭＲ 多参数多序列成像，能够获得心肌病理改变信息。
ＣＭＲ 应用于心肌炎诊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心律失常

患者运动伪影较重，体内装有除颤器及起搏器的患者不能检

查，检查费用较高等。
Ｔ１ｍａｐｐｉｎｇ 和 ＥＣＶ 等新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认识疾病提

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它使我们将病变累及的部位二分为

“细胞内”与“细胞外”，让我们能够通过磁共振技术从组织

学的深度对疾病分析，开启了间质性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新纪

元，完善了心血管磁共振解剖、功能、活性的全方位检查的完

整性［２４］ 。 然而，Ｔ１ｍａｐｐｉｎｇ 和 ＥＣＶ 在实际工作的应用中，也
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磁场的质控、正常值的规定、跨平台的应

用，扫描序列的规范等等。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能

够得到有效地解决，使 ＣＭＲ 更加可靠的为临床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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