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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血管病杂志》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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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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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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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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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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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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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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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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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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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 作者姓名应全部列出。 不属同一单位时，在第一作者姓名右上角加“∗”，同时在单位名称首字母左上角加“∗”例如：ＬＩＮ
Ｘｉａｎｙａｎ∗，Ｗ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ＱＩＮ Ｊｉ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Ｆｉｒ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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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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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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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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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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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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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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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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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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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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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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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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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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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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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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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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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统计学符号　 按 ＧＢ ３３５８⁃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 常用如下：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 ｘ
（中位数仍用 Ｍ）；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 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 ｓｘ；④ｔ 检验用英文小写 ｔ；⑤Ｆ 检验用英文大写 Ｆ；⑥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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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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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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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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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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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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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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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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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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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按 ＧＢ ／ Ｔ １６１５９—１９９６ 的规定书写，名字不能缩写。 著者除“译”外，不必著录责任者的责任。 文题． 刊名（外文缩写按《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ｕｓ》格式），年份，卷：起止页码。 举例：
姚崇华，吴兆苏，张瑞松，等  北京市城、乡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变化趋势  心肺血管病杂志，１９９３，１２：１９３⁃１９６
Ｋｕｃｈ ＫＨ，Ｋｕｎｚｅ ＫＰ，Ｓｃｈｌｕｔｅｒ Ｍ，ｅｔ ａｌ．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ｄ ｆｒｅｅ⁃ｗａｌｌ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ｂｙ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ｌｆｆ⁃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Ｗｈｉｔ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ＡＣＥ，１９８９，１２：１６８１⁃１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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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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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页码  举例：肖星甫． 外科输血 ／ ／吴英恺，曾宪九，朱预，等  外科临床指导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３：６８⁃９２．
Ｓｕ Ｈｏｎｇｘｉ． Ｈｙｐｏｋａｌｅｍｉａ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ＣＰＢ） ／ ／ Ｗｕ Ｙｉｎｇｋａｉ，Ｐｅｔｅｒｓ ＲＭ，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１４５⁃１６０．
１５ 根据《著作权法》，并结合本刊具体情况，凡来稿在接到本刊回执后 ３ 个月内未接到稿件处理通知者，系仍在审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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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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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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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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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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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③在《心肺血管病杂志》作者中心页面进行点击“注册”按钮进行注册（用你的 Ｅ⁃ｍａｉｌ 注册新用户）；④填写“作者注册”
信息；⑤点击“返回登录页面”；⑥用已经注册的用户名登陆；⑦进入投稿界面，根据投稿流程中的提示进行设稿（注意：请将

图、表放在文章中适当位置，不要另行放到文章最后），最后点击“确认”投稿完成。 本刊只接受以“Ｗｏｒｄ”形式发送的文件，文
章所涉及的图、表均应插入在“Ｗｏｒｄ”文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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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内支架术后再狭窄中 ＣＤ１０５ 水平
的研究

崔 松　 柳景华　 程姝娟　 朱小玲　 王 健　 王 平　 范 谦　 赵东晖　 吴 铮　 彭红玉

郑 斌　 李兴升　 吕树铮

　 　 ［摘要］ 　 目的： 通过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ＰＣＩ）术前及再次血管内超声检查前支架内再狭窄

（ＩＳＲ）组与非 ＩＳＲ 组患者血清 ＣＤ１０５ 水平的检测，探讨血清 ＣＤ１０５ 水平与 ＩＳＲ 的关系。 方法：对 １４０ 例

ＰＣＩ 术后患者，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及血管内超声检查并随访，造影证实非 ＩＳＲ 组 １０５ 例，共 １３９ 个病变；
ＩＳＲ 组 １８ 例，共 ２３ 个病变；测量并比较两组外弹力膜横截面面积、最小管腔面积、斑块面积及内膜增生

面积；术前及术后随访时均检测血清 ＣＤ１０５ 水平。 结果：与非 ＩＳＲ 组外弹力膜横截面积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ＩＳＲ 组有更大的内膜增生面积、斑块面积及更少的最小管腔面积。 其中内膜面积、
斑块面积及最小管腔面积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ＩＳＲ 组术后 ＣＤ１０５ 较术前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非 ＩＳＲ 组 ＯＣＩ 术前后 ＣＤ１０５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冠状动脉支架术后 ＣＤ１０５ 水平可能是 ＩＳＲ 的独立影响因素（ＯＲ ＝ ４ １５，
９５％ ＣＩ：３ ６３ ～ ５ ２２， Ｐ ＜ ０ ０５）。 结论：ＰＣＩ 术后 ＩＳＲ 患者 ＣＤ１０５ 水平较术前升高，术后 ＣＤ１０５ 水平可

能有助于预测 ＰＣＩ 术后 ＩＳＲ。
［关键词］ 　 冠状动脉造影术；血管内超声； ＣＤ１０５；支架内再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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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ＩＳＲ ｇｒｏｕｐ （Ｐ ＜ ０ ０５）． ＥＥＭ ＣＳＡ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Ｒ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Ｄ１０５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ＣＩ （Ｐ ＜ ０ ０５ ｖｓ． Ｐｒｅ⁃ＰＣＩ），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ＩＳＲ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ＣＩ．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ＣＩ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Ｄ１０５ ｍａｙ ｂ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ｔｅｎｔ ｒｅｓｔ⁃
ｅｎ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 ４ １５，９５％ ， ９５％ ＣＩ：３ ６３⁃５ ２２，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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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１０５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ＣＩ ｉｎ ＩＳ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Ｄ１０５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 ａｆｔｅｒ ＰＣ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ＣＤ１０５； Ｉｎ⁃ｓｔｅｎｔ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药物支架（ｄｒｕｇ ｅｌ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ｎｔ，ＤＥＳ）与金属裸支

架相比，明显降低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ｐｅｒｃｕｔａ⁃
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ＣＩ） 后支架内再狭窄

（ｉｎｓｔｅｎｔ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ＩＳＲ）的发生率［１⁃４］，但 ＤＥＳ 在预

防 ＩＳＲ 作用的同时也延缓了血管内皮化的修复，从
而增加了 ＩＳＲ 的危险因素，因此，尽早诊断 ＩＳＲ 有明

显的临床意义。 ＣＤ１０５ 为一种转化生长因子 β 结

合蛋白，调节细胞对转化生长因子 β 的反应，与内

皮细胞的增殖有关，为新生血管的标志物 ［５］，ＣＤ１０５
血清水平的高低与支架术后预后有关。 本研究采用

冠状动脉造影及血管内超声 （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ＩＶＵＳ）影像技术，评估冠状动脉支架内狭窄

程度，对冠状动脉支架术后患者随访并同时检测

ＣＤ１０５ 血清水平，探讨 ＣＤ１０５ 预测 ＩＳＲ 的可行性。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住院置入雷帕霉素药

物涂层支架 １８５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下患者除

外：合并严重的心、脑、肝、肾以及其他器官病变，先
天性心脏病，恶性肿瘤史，最近 ３ 个月内有外伤、严
重感染及手术史。 入选患者按标准冠心病二级预防

方案治疗的同时，ＰＣＩ 术后 ６ 个月到 １ 年给予复查，
如果患者再次发作心绞痛症状，及时给予冠状动脉

造影及 ＩＶＵＳ 检查。 支架内再狭窄标准：冠状动脉

造影（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Ｇ）检查示，支架近、远
端边缘 ５ｃｍ 以内或支架内直径狭窄率 ＞ ５０％ ，参照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１９９７ 年的标准［６］判断支架内再狭窄。
１４０ 例患者符合上述要求入选研究，最终 １２５ 例完

成冠状动脉造影及 ＩＶＵＳ 随访，有 １５ 例失访。 随访

时间为术后 １ ～ １２ 个月。 根据 ＩＶＵＳ 结果，符合再

狭窄标准的有 １８ 例，共 ２３ 个病变，其中 １０ 例为心

绞痛患者；非再狭窄患者 １０５ 例，共 １３９ 个病变，患
者未出现心绞痛发作。

２． ＩＶＵＳ 检测方法 　 常规方法进行冠状动脉造

影及 ＩＶＵＳ 导管的术前准备及术中操作，冠状动脉

造影采用德国西门子 ＣｏｒｏｓｋｏＰ Ｐｌｕｓ 型 Ｘ 线血管造

影机，ＩＶＵＳ 采 用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血 管 内 超 声

仪，２ ５Ｆ，频率为 ４０ ＭＨｚ 的机械旋转超声探头。 超

声探头对支架内病变及其近段与远段各 １０ｍｍ 测量

３ 次，测量的参数为最小管腔面积（ｍｉｎｉｍａｌ ｌｕｍｅｎ
ａｒｅａ， ＭＬＡ）、 外弹力膜内横截面积 （ ｅｘｔｒａ⁃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ＥＥＭ ＣＳＡ）及最小管

腔面积的支架面积（ ＩＳＡ）并计算狭窄程度（ ｒｅｓｔｅｎｏ⁃
ｓｉｓ ｒａｔｅ，ＲＳ）。 以美国心脏病学会 ＩＶＵＳ 指南［７］作为

参数选取的测量参考。
３． ＣＤ１０５ 测定方法　 患者入院后，均于清晨抽

血，在 ＰＣＩ 术前及再次 ＩＶＵＳ 检查前，收集空腹静脉

血 ２ ｍＬ，离心分离血清后，⁃７０ ℃冰箱保存，集中测

定 ＣＤ１０５ 血清浓度。 可溶性 ＣＤ１０５ 血清水平按照

试剂说明书采用酶联免疫吸附（ＥＬＩＳＡ）方法测定，
试剂盒购自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的形式，ＩＶＵＳ 参

数测量结果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ＰＣＩ 手术

前后血清 ＣＤ１０５ 水平对比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χ２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ＩＳＲ 组及非 ＩＳＲ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ＩＳＲ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低于非 ＩＳＲ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ＩＳＲ 组吸烟及 Ｂ２ ／ Ｃ 病变比例高于非

ＩＳＲ 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资料［ｘ ± ｓ，ｎ（％ ）］

项目
ＩＳＲ 组

（ｎ ＝ １８）
非 ＩＳＲ 组

（ｎ ＝ １０５）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９ ２３ ± ９ ４５ ６３ １２ ± １０ ３１ ０ ８４２
性别 ／ 男性 １１（６１ １１） ６６（６２ ８６） ０ １２３
体质量指数 ／ （ｋｇ ／ ｍ２） ２５ ５２ ± ３ ６３ ２４ ２２ ± ３ ４１ ０ ７８１
吸烟 ９（５０ ００） ２６（２４ ７６） ０ ０４２
糖尿病 ６（３３ ３３） ２０（１９ ０５） ０ １２０
高血压病 ５（２７ ７８） ３２（３０ ４８） ０ １１２
高脂血症 ４（２２ ２２） ２７（２５ ７１） ０ １１４
尿酸 ／ （μｍｏｌ ／ Ｌ） ２５４ ８２ ± ９４ ０２ ２６６ １ ± ９７ ２１ ０ ９１１
病变数 ２３ １３９ ０ １２５
ＬＡＤ 病变 １０（４３ ４８） ７０（５０ ３６） ０ ７３４
ＬＣＸ 病变 ５（２１ ７４） １９（１３ ６７） ０ ０５３
ＲＣＡ 病变 ８（３４ ７８） ５０（３５ ９７） ０ ７１２
Ｂ２ ／ Ｃ 病变 １４（６０ ８７） ３３（２３ ７４） ０ ０４２

　 　 ２． 两组患者检查结果分析　 ＩＳＲ 组的内膜面积及

斑块面积大于非 ＩＳＲ 组，而 ＭＬＡ 低于非 ＩＳＲ 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非 ＩＳＲ 组 ＥＥＭ 高于 ＩＳＲ
组，但两者比较，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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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组患者 ＩＶＵＳ 检测指标数值（ｘ ± ｓ）
组别 病变个数 ＥＥＭ 斑块面积 ／ ｍｍ２ ＭＬＡ ／ ｍｍ２ 内膜面积 ／ ｍｍ２

ＩＳＲ 组（ｎ ＝ １８） １８ １０ ２１ ± ２ ０１ ７ ０５ ± ２ ８７∗ ５ ０６ ± １ ９０ △ １ ８９ ± ０ ３６
非 ＩＳＲ 组（ｎ ＝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３ ９８ ± １ ９５ ５ １３ ± １ ４６ ５ ９１ ± ２ ０３ １ ７０ ± ０ ２６

　 　 注：两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

　 　 ３． 两组 ＣＤ１０５ 浓度变化情况 　 术后 ＩＳＲ 组

ＣＤ１０５ 浓度比术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 术后非 ＩＳＲ 组 ＣＤ１０５ 浓度较术前升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表 ３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 ＣＤ１０５ 检测数值（ｘ ± ｓ）
组别 ｎ ＣＤ１０５ ／ （ｕｇ ／ Ｌ）

ＩＳＲ 组 ＰＣＩ 术前 １８ ３ ９８ ± ０ １８
　 　 　 ＰＣＩ 术后 ５ ０１ ± ０ １９∗

非 ＩＳＲ 组 ＰＣＩ 术前 １０５ ３ ８１ ± ０ １７
　 　 　 　 ＰＣＩ 术后 ３ ９７ ± ０ １８

　 　 注：ＩＳＲ 组术前后比较，∗ Ｐ ＜ ０ ０５

　 　 ４． ＩＳＲ 组患者临床资料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

归分析　 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冠心病危险因素、血管病变情况、所用支架数

目、球囊、支架长短大小、最大扩张压力及扩张时

间）及手术前后 ＣＤ１０５ 浓度，作为再狭窄的危险因

素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冠状动脉

支架术后 ＩＳＲ 可能与支架术后 ＣＤ１０５ 水平呈正相

关（ＯＲ ＝ ４ １５，９５％ＣＩ：３ ６３ ～ ５ ２２，Ｐ ＜ ０ ０５）。

图 １　 正常血管内超声；图 ２ 支架内再狭窄；图 ３ 支架内无再

狭窄

讨　 论

冠状动脉支架术后 ＩＳＲ 的过程主要是血管平滑

肌增殖及迁移，从而促使支架内血管内膜增生，在炎

症反应的影响下，动脉血管壁经过多因素作用的复

杂过程导致了 ＩＳＲ［８⁃１１］。 Ｂｒａｓｅｎ 等［１２］ 在 ６ 例患者的

冠状动脉置入 ２１ 枚支架，首先发现了支架内新生血

管，Ｆａｒｂ 等［１３］检测了 ３５ 例患者冠状动脉置入 ５５ 枚

支架，发现新生内膜新生血管发生密度与支架内新

生内膜厚度和炎症明显相关。 ＰＣＩ 前炎症状态以及

支架置入本身可诱发动脉壁局部和机体全身的炎性

反应，增加了 ＩＳＲ 的风险。
炎性反应对斑块产生一系列影响，促使斑块内

产生大量的炎性坏死物及新生滋养血管，导致斑块

的体积增大；斑块纤维帽的主要成分是细胞外基质，
主要由血管平滑肌细胞合成与分泌，包括胶原纤维

和弹性蛋白，炎性细胞释放的溶解酶使细胞外基质

降解增加，导致纤维帽变薄及破裂，形成的斑块及血

栓，更增加了管腔的狭窄程度。 在炎症作用下，蛋白

水解酶的释放增加，血管通透性增强，血管基底膜与

内皮之间连接松懈，促进了血管新生。 钙化与纤维

帽阻碍了大血管腔中缩血管物质与斑块部位平滑肌

细胞的接触，斑块中的新生血管则提供了接触的通

道，有助于缩血管物质浓度增高，引起局部的血管痉

挛，引发心绞痛发作。 斑块内血管新生，有利于巨噬

细胞聚集，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因此，降低斑

块内血管新生以增强斑块稳定性，可能对防治支架

内再狭窄具有潜在的治疗意义。 血管新生在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着关键性作用，如何早

期识别出斑块内的新生血管，对于防治 ＩＳＲ 有重要

的意义。
冠状动脉造影、ＩＶＵＳ 及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等影

像检查常用于检测 ＩＳＲ，但对患者为损伤性检查，且
费用高。 支架内再狭窄整个过程中存在斑块内血管

新生，通过检测新生血管标志物水平的变化来预测

ＩＳＲ、操作简单、费用价廉及易于临床大范围推广。
ＣＤ１０５ 是内皮细胞增殖的相关标志物，在肿瘤组织、
胚胎组织及愈合中的伤口等有血管生成的组织中特

异性高表达。 ＣＤ１０５ 在脑缺血性卒中、肿瘤和粥样

硬化组织等与低氧有关的新生成的血管中均有高表

达。 有研究显示，ＣＤ１０５ 在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血清

水平的变化对其预后有独立的预测价值［１４］。 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的炎症细胞及新生血管，使血

管中层平滑肌细胞增殖并迁移到血管内膜，导致内

膜增生及斑块形成，引起 ＩＳＲ。 ＣＤ１０５ 浓度增加与

动脉粥样硬化血管新生有关，本研究发现，ＩＳＲ 组术

后 ＣＤ１０５ 水平较 ＩＳＲ 组术前升高，提示在 ＩＳＲ 过程

中新生血管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检测血清 ＣＤ１０５
水平 ＰＣＩ 术后明显升高可能与术后 ＩＳＲ 相关。 冠状

动脉支架置入术后通过测定 ＣＤ１０５ 血清水平来评

估是否发生 ＩＳＲ 是可行的，限于样本数量，仍需进

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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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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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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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永久性心房颤动患者心房组织相关微小核糖
核酸调控网络研究

高 杰　 周 建　 顾 松　 刘 岩　 安向光　 张希涛　 苏丕雄

　 　 ［摘要］ 　 目的：寻找永久性心房颤动（ｐＡＦ）发病相关的关键微小核糖核酸（ｍｉＲＮＡ）及其调控靶基

因。 方法：表达谱芯片比较 ｐＡＦ 患者（ｎ ＝ ７）和窦性心律健康成人（ｎ ＝ ４）的左心房组织的转录组，ｍｉＲ⁃
ＮＡ 芯片筛选 ｐＡＦ 相关差异表达 ｍｉＲＮＡ，进行靶基因预测，与表达谱芯片的筛选结果进行负相关分析后

的基因集合进行显著性功能分析（Ｇ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得到显著性、低误判率、靶向性的功能以及对应的靶基

因；利用 ｍｉＲＮＡ 与靶基因之间的靶向调控关系，构建差异 ｍｉＲＮＡ 与分析后得到的显著性 ＧＯ 所属交集

靶基因的调控网络（ｍｉＲＮＡ⁃Ｇｅｎｅ⁃Ｎｅｔｗｏｒｋ），得到网络中起核心调控作用的 ｍｉＲＮＡ 和被 ｍｉＲＮＡ 调控的

关键靶基因；采用 ｑＲＴ⁃ＰＣＲ 方法检验另一组 ｐＡＦ 患者（ｎ ＝ ５）和窦性心律健康成人（ｎ ＝ ４）的左心房组

织标本，验证所寻找的 ｍｉＲＮＡ 和被调控的关键靶基因。 结果：２６ 个差异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１６ 个上调、１０
个下调）和 ６１０ 个靶基因有显著性改变（ｆｏ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 ２，Ｐ ＜ ０ ０５），与 ｍｉＲＮＡｓ 芯片预测靶基因负相关后

建立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调节网络发现与 ｐＡＦ 显著相关的 ２０ 个 ｍｉＲＮＡ 和 １０７ 个靶基因，相关度最高的是

ｍｉＲ⁃１４４、ｍｉＲ⁃１２８４、ｍｉＲ⁃１８２７、ｍｉＲ⁃１、ｍｉＲ⁃３６１３⁃３ｐ 及 ｍｉＲ⁃１０１；其调控的重要靶基因包括 ＰＴＥＮ、ＴＡＯＫ１、
ＲＵＮＸ１ 及 ＴＰＭ３ 等，参与心房电生理改变、成纤维细胞及胎儿基因表达等心房重构机制。 ｑＲＴ⁃ＰＣＲ 验

证结果提示，这些主要的 ｍｉＲＮＡ 和靶基因与 ｐＡＦ 发生密切相关。 结论：通过表达谱基因芯片与 ｍｉＲＮＡ
芯片联合分析 ｐＡＦ 左心房组织标本，构建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调控网络，是发现 ｐＡＦ 相关关键 ｍｉＲＮＡ 及其调

控靶基因一种方法。
［关键词］ 　 永久性心房颤动；微小核糖核酸；信使核糖核酸；靶基因；网络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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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颤动的发病机制研究主要是心房电生理重

构和结构重构等［１⁃２］。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其主要

作用是参与转录后基因表达调控［３⁃５］。 通过对编码

心房颤动电重构和结构重构基因调节参与心房颤动

的发生和维持。 而一种靶基因可能受多个 ｍｉＲＮＡ
调控，或一个 ｍｉＲＮＡ 可能调控多个靶基因，准确寻

找参与心房颤动机制的 ｍｉＲＮＡ 及靶基因较困难，本
文采用 ｍｉＲＮＡ 及 ｍＲＮＡ 芯片联合分析研究的新方

法，寻找人类心房颤动相关的关键 ｍｉＲＮＡ 及其作用

的靶基因，并初步探索心房颤动的发病机制。

资料与方法

表 １　 两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

项目
ＡＦ 组 ＳＲ 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２ ３ ４
年龄 ／ 岁 ６２ ５１ ７３ ７２ ６３ ６０ ５１ ３３ ４５ ５３ ４６
性别 Ｍ Ｍ Ｍ Ｆ Ｍ Ｍ Ｍ Ｆ Ｍ Ｆ Ｍ
心房颤动时间 ／ 个月 ３５ ２４ ７６ ４９ ３６ ８８ ２６
ＥＦ ／ ％ ６７ ７１ ６５ ７０ ６４ ５８ ７７ ７０ ６５ ６４ ７３
ＬＡ 径 ／ ｍｍ ４７ ５６ ５７ ４３ ５１ ６２ ４９ ３９ ４６ ４１ ４９
治疗 ＡＢ Ｂ ＡＢ ＡＢ ＡＢ ＡＢ ＡＢ

　 　 １． 标本采集　 标本均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朝阳医院心脏外科确诊的心房颤动患者（ＡＦ 组，
ｎ ＝ ７）和正常人（ＳＲ 组，ｎ ＝ ４），左心房组织取自心

房颤动射频消融加左心耳切除术中，样品大小约

５ｍｍ ×１０ｍｍ × ２ｍｍ，为尽量减小样本间差异，选取

的心房组织均取自右肺静脉［６⁃７］。 对照的 ４ 例正常

左心房样本组织取自心脏移植术的正常窦性心律的

心脏供体。 获取的患者样本组织立即置于液氮罐

中，由朝阳医院伦理中心批准，并与患者签署了知情

协议书（表 １）。
２． 基因表达谱芯片 　 选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的

Ｗｈｏ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Ｏｌｉｇｏ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 （４ × ４４Ｋ，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３． ｍｉＲＮＡｓ 芯片 　 选用丹麦 Ｅｘｉｑｏｎ 公司的

ｍｉＲＣＵＲＹＴＭ ＬＮＡ Ａｒｒａｙ （ ｖ． １６ ０） （Ｅｘｉｑｏｎ），覆盖

了人、大鼠和小鼠三物种的所有的 ｍｉＲＮＡｓ。
４． 两种芯片结果分析　 ①寻找表达谱有差异

表达的 ｍＲＮＡ；②寻找 ｍｉＲＮＡ 芯片有差异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利用生物信息学软件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Ｔａｒｇｅｔｓｃａｎ
和 ｐｉｃＴａｒ 对差异 ｍｉＲＮＡ 分别进行靶基因预测后与

表达谱芯片的筛选结果进行负相关分析，取得交集

基因；③交集基因进行 ＧＯ 分析：将差异表达基因上

传 Ｇｅｎ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数据库中，对靶基因进行功能注

释，利用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和卡方检验，计算基因功能

的显著性水平（Ｐ ｖａｌｕｅ）和误判率（ＦＤＲ），得到显著

性的基因功能。 ④构建差异 ｍｉＲＮＡ 与分析后得到

的显著性 ＧＯ 所属交集靶基因的调控网络（ｍｉＲＮＡ⁃
Ｇｅｎｅ⁃Ｎｅｔｗｏｒｋ），利用图论的方法对网络中 ｍｉＲＮＡ
和 ｇｅｎｅ 在网络中的调控地位进行评价，评价的标准

以 ｍｉＲＮＡ 和 ｇｅｎｅ 在网络中的度（Ｄｅｇｒｅｅ）来衡量，
度表示网络中的 ｍｉＲＮＡ 调控靶基因的数目。

５． ｑＲＴ⁃ＰＣＲ 验证差异性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ｓ 和靶基

因　 采取另一组标本 ５ 例 ｐＡＦ 患者和 ４ 例正常窦

性心率个体的左心房组织，ｑＲＴ⁃ＰＣＲ 方法对网络中

处于核心地位的 ｍｉＲＮＡ 和靶基因进行验证。
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

采用 ｔ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转录组谱芯片分析—差异性表达的 ｍＲＮＡ：
ｍＲＮＡ 分析结果发现 ６１０ 个靶基因有显著性改变

（ ｆｏ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 ２， Ｐ ＜ ０ ０５），包括 ２９８ 种表达下降和

３１２ 种表达升高（表 ２）。
２． ｍｉＲＮＡ 芯片分析—差异性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

利用 Ｃｌｕｓｔｅｒ３ ０ 软件根据 ｍｉＲＮＡ 在不同组之间的

表达制作聚类分析图 １。 显示筛选出 ２６ 种 ｍｉ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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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两组 ｍＲＮＡｓ 的表达比较

基因库登记号 基因符号 Ｐ 值 ｆｏ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值 描述

ＮＭ＿００２７３６ ＰＲＫＡＲ２Ｂ ０ ００９ － ３ ５５７ 人 ＩＩ 型调节 ｃＡＭＰ 依赖蛋白激酶

ＮＭ＿００３８３６ ＤＬＫ１ ０ ００１ － ３ ４０４ 人 Ｄｅｌｔａ⁃ｌｉｋｅ １ 同源物

． ． ． ． ． ． ． ． ． ． ． ． ． ． ．
ＮＭ＿００２５２１ ＮＰＰＢ ０ ０００５ ４ ９０４ 人脑钠肽前体 Ｂ
ＮＭ＿００５２５２ ＦＯＳ ０ ００１ ４ ４３８ 人 ＦＢＪ 小鼠骨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

． ． ． ． ． ． ． ． ． ． ． ． ． ． ．

图 ３　 心房颤动相关的 ｍｉＲＮＡ⁃Ｇｅｎｅ 调节网络

图 １　 ｍｉＲＮＡ 芯片差异性 ｍｉＲＮＡｓ 聚类图（ ｆｏ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 ２， Ｐ
＜ ０ ０５， ＦＤＲ ＜ ０ ０５）

的表达有显著性差异。 包括 １６ 种表达上调和 １０ 种

下调的 ｍｉＲＮＡ。
３． 负相关后差异 ｍｉＲＮＡ 功能分析 （ｍｉＲＮＡ⁃

ＧＯ⁃Ｎｅｔｗｏｒｋ）结果：起关键调控作用的 ｍｉＲＮＡ 是：
ｍｉＲ⁃１４４、ｍｉＲ⁃３６１３⁃３ｐ、ｍｉＲ⁃１２８４、ｍｉＲ⁃１８５、ｍｉＲ⁃１０１
及 ｍｉＲ⁃１８２７。 主要调节的功能包括调节转录、ＤＮＡ
依赖的转录、发育等（图 ２）。

４． 差异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调节网络的构建（ｍｉＲ⁃
ＮＡ⁃Ｇｅｎｅ⁃Ｎｅｔｗｏｒｋ）结果：差异表达的基因取负相关

后得到 １０７ 种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配对，其中 ８ 种下调

图 ２　 心房颤动相关 ｍｉＲＮＡ 功能调节网络

ｍｉＲＮＡ 共有 ４０ 个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配对，而 １２ 种上

调 ｍｉＲＮＡ 共有 ６７ 个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配对。 根据筛

选得到的 １０７ 个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配对，建立 ｐＡＦ 相

关的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调节网络 （图 ９ ），得到关键

ｍｉＲＮＡ：ｍｉＲ⁃１４４、ｍｉＲ⁃３６１３⁃３ｐ、ｍｉＲ⁃１８２７、ｍｉＲ⁃１０１、
ｍｉＲ⁃１２８４ 及 ｍｉＲ⁃１。 其 中 ｍｉＲ⁃１４４、 ｍｉＲ⁃１８２７ 及

ｍｉＲ⁃１２８４ 表达上调，而 ｍｉＲ⁃３６１３⁃３ｐ、 ｍｉＲ⁃１０１ 及

ｍｉＲ⁃１ 表达下调。 重要靶基因如 ＴＡＯＫ１（丝氨酸 ／
苏氨酸蛋白激酶）、ＰＴＥＮ（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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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ＲＵＮＸ１（ｒｕｎｔ⁃相关转录因子）及 ＴＰＭ３（原
肌球蛋白 ３）等（图 ３）。

５． ｑＲＴ⁃ＰＣＲ 验证差异性表达的 ｍｉＲＮＡｓ 和靶

基因：如图 ４ 所示，ｍｉＲ⁃１４４、ｍｉＲ⁃１２８４ 及 ｍｉＲ⁃１８２７
表达上调，而 ｍｉＲ⁃３６１３⁃３ｐ、ｍｉＲ⁃１、ｍｉＲ⁃１０１ 表达下

调 （Ｐ ＜ ０ ０５），与芯片结果一致。 同样，对靶基因

ＰＴＥＮ、ＴＡＯＫ１、ＲＵＮＸ１ 及 ＴＰＭ３ 的检测显示，ｐＡＦ 患

者 ＰＴＥＮ、ＴＡＯＫ１ 表达下调，而 ＲＵＮＸ１、ＴＰＭ３ 的表

达增加（图 ５），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与芯片的结

果一致。 提示这些 ｍｉＲＮＡ 和靶基因在 ｐＡＦ 发病中

的重要作用。

图 ４　 ｑＲＴ⁃ＰＣＲ 验证几种 ｍｉＲＮＡ 两组表达水平 　 Ａ：上调的

ｍｉＲＮＡｓ；Ｂ：下调的 ｍｉＲＮＡｓ　 注：两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图 ５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检测几种靶基因在两组心房组织的表达水平　 注：两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讨　 论

既往研究发现，ｍｉＲＮＡ 在包括心脏发育分化就

等生理过程及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病等病理过

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标本的限制，关于人

类心房颤动的相关 ｍｉＲＮＡ 研究较少，心房颤动相关

的 ｍｉＲＮＡ 也有报道。 然而，关于心房颤动的 ｍｉＲ⁃
ＮＡ 的调控网络及其在心房颤动发病过程尚未有全

面的报道。 通过应用表达谱芯片和 ｍｉＲＮＡ 芯片联

合分析技术分析 ｐＡＦ 患者与正常窦性心率对照组

心房组织靶基因的表达情况，从中筛选出特异性的

与 ｐＡＦ 发生和发展相关的靶基因及表达有显著性

差异的 ｍｉＲＮ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

的网络分析系统，寻找心房颤动发病过程重要的

ｍｉＲＮＡ 及靶基因的调控作用的方法。

为能真实反映心房颤动中 ｍｉＲＮＡ 对靶基因的

调控，对转录组芯片的结果与 ｍｉＲＮＡ 芯片结果进行

负相关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的网络

分析系统。 发现 １０７ 种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配对，包括

１２ 种上调的 ｍｉＲＮＡ 和 ６７ 种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配对和

８ 种下调的 ｍｉＲＮＡ 和 ４０ 种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配对。
网络中起关键调控作用的 ｍｉＲＮＡ 分别是：ｍｉＲ⁃１４４、
ｍｉＲ⁃３６１３⁃３ｐ、ｍｉＲ⁃１８２７、ｍｉＲ⁃１０１、ｍｉＲ⁃１２８４ 及 ｍｉＲ⁃
１。 其中 ｍｉＲ⁃１４４、ｍｉＲ⁃１８２７ 及 ｍｉＲ⁃１２８４ 表达上调，
而 ｍｉＲ⁃３６１３⁃３ｐ， ｍｉＲ⁃１０１， ｍｉＲ⁃１ 表达下调。 同时

进行 ＧＯ 分析结果显示，上调的基因主要参与转录、
信号转导、离子转运，下调的基因主要参与细胞黏附

功能。 ＧＯ 分析结果证明 ＡＦ 重建过程中的电生理

异常、心房纤维化、心房舒张等因素与心房颤动发病

密切相关［８］。
本研究构建的 ｍｉＲＮＡ⁃靶基因调控网络发现重

要靶基因如 ＴＡＯＫ１ （丝氨酸 ／苏氨酸蛋白激酶），
ＰＴＥＮ（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的基因）， ＲＵＮＸ１
（ｒｕｎｔ⁃相关转录因子），ＴＰＭ３ （原肌球蛋白 ３） 等。
ＴＡＯＫ１，由 ｍｉＲ⁃１４４ 和 ｍｉＲ⁃１２８４ 调控，参与 ＭＡＰＫ
信号途径调控如 ｐ３８ ＭＡＰＫ 和 ＪＮＫ（ｃ⁃Ｊｕｎ ＮＨ２⁃ｔｅｒ⁃
ｍｉｎａｌ ｋｉｎａｓｅ）通路，与心脏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凋亡

密切相关［９］；ＰＴＥＮ 表达下调，受 ｍｉＲ⁃１４４ 和 ｍｉＲ⁃
１８２７ 调控，通过去磷酸化参与细胞调控，但其在心

房颤动中的作用不清楚，对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通路的

调节及对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控制可能是其中的

原因［１０］；ＲＵＮＸ１ 表达升高，由 ｍｉＲ⁃１， ｍｉＲ⁃１０１ 和

ｍｉＲ⁃ ３６１３⁃３ｐ 调节， 参与 ＴＧＦ⁃β 信号途径的活

化［１１］，也有报道提示 ＲＵＮＸ１ 通过转录调节促进组

织基质金属蛋白酶移植物（ＴＩＭＰ１）的表达，参与心

脏纤维化过程［１２］，因此 ＲＵＮＸ１ 在心房颤动患者表

达增高可能与促进心肌纤维化，心肌重构有关；
ＴＰＭ３ 表达升高，与 ｍｉＲ⁃１， ｍｉＲ⁃３６１３⁃３ｐ， ｍｉＲ⁃４９９⁃
３ｐ， ｍｉＲ⁃３３ａ 表达下降有关，肌节对 Ｃａ２ ＋ 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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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肌丝长度依赖性 Ｃａ２ ＋ 活化水平下降，与心肌

收缩和舒张功能下降有关，可能参与了心房颤动的

发病［１３⁃１４］。
ｍｉＲＮＡ 通过调控其靶基因 ｍＲＮＡ 的翻译过程

参与心肌细胞正常的电生理网络系统。 正常时这些

ｍｉＲＮＡ 间处于平衡状态，在病理因素影响下，ｍｉＲ⁃
ＮＡ 间平衡被打破，导致其调控的靶基因表达改变，
心脏电生理出现异常，诱发心律失常的发生。 而基

因芯片是被广泛用来分析疾病机制的技术，但其假

阳性率较高，如何克服假阳性提高准确率，本文通过

基因表达谱（ｍＲＮＡ）分析与 ｍｉＲＮＡ 芯片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对人体左心房组织标本进行检测，以人类

基因表达谱为对照基础，大大下降基因芯片分析的

假阳性率，提高 ｍｉＲＮＡ 参与心房颤动发病机制的准

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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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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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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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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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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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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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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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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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血清白蛋白水平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
预后预测价值

刘 兰　 林德智　 倪 卫

　 　 ［摘要］ 　 目的：探讨血清白蛋白水平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的相关性以及对预后的预测价

值。 方法：测定 １１４ 例 ＡＣＳ 患者和 ５７ 例对照组的血清白蛋白（ＡＬＢ）水平，观察 ＡＣＳ 患者住院期间死亡

事件以及主要心脏不良事件（ＭＡＣＥ）发生率。 结果：①１１４ 例 ＡＣＳ 患者中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组 ４９ 例，
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ＡＰ）组 ６５ 例，血清 ＡＬＢ 水平分别为（２７ ８７ ± ３ １９）ｇ ／ Ｌ 和（３６ ０１ ± ４ ０１）ｇ ／ Ｌ，与对照

组 ＡＬＢ 水平（４６ ９７ ± ５ ７３）ｇ ／ Ｌ 相比均明显降低（Ｐ ＜ ０ ０５），而且 ＡＭＩ 组和 ＵＡＰ 组之间的 ＡＬＢ 水平也

有差异，ＡＭＩ 组低于 ＵＡＰ 组（Ｐ ＜ ０ ０５）。 ②根据血清 ＡＬＢ 水平将 １１４ 例 ＡＣＳ 患者分为三组：ＡＬＢ≤２８ｇ ／
Ｌ 组，２８ １ ～ ３５ｇ ／ Ｌ 组， ＞ ３５ｇ ／ Ｌ 组。 随着血清 ＡＬＢ 水平的降低，各组的病死率和 ＭＡＣＥ 发生率也呈现增

高趋势。 所有 ＡＣＳ 患者血清 ＡＬＢ 水平与病死率及 ＭＡＣＥ 发生率均呈负相关（相关系数 ｒ 分别 ＝ ０ １３７，
０ ２４１，Ｐ 分别 ＝ 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４）。 结论：血清 ＡＬＢ 水平与 ＡＣＳ 病情密切相关，ＡＣＳ 病情越严重 ＡＬＢ 水平

越低。 而且 ＡＬＢ 水平和 ＡＣＳ 患者的临床事件的发生率密切相关，对预测 ＡＣＳ 患者的预后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关键词］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血清白蛋白；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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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营养指标中血清白蛋白（ＡＬＢ）是与临床结局 关系最为密切的重要指标［１］；它的检测是医院常规

的生化检验项目，作为一种经济、方便、简单及可重

复操作的临床检查手段。 但很少有文献报道血清白

蛋白水平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的变化及其

与患者的病情及预后的关系。 本研究试图探讨 Ａ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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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血清 ＡＬＢ 水平及其与 ＡＣＳ 预后的相关性，为
临床的预防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并通过研究 ＡＬＢ 水

平能否预测 ＡＣＳ 患者的病死率及主要心脏不良事

件（ＭＡＣＥ） 发生率，探讨 ＡＬＢ 对 ＡＣＳ 预后预测

价值。

资料与方法

１． 对象：选择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在
我院心内科住院治疗患者 １１４ 例，男性 ７１ 例，女性

４３ 例，年龄 ３９ ～ ７３ 岁，诊断标准符合 ２００７ 年美国

心脏病学会（ＡＣＣ） ／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制定的

ＡＣＳ 诊断标准（含不稳定型心绞痛 ６５ 例、ＳＴ 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 ２０ 例和非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２９
例）。 选择 ５７ 例无器质性心脏病患者作为对照组。
排除有肝肾疾病、感染、恶性肿瘤等可引起血清

ＡＬＢ 水平降低的疾病的患者。
２． 方法：所有入选对象隔夜禁食 １２ｈ，用真空抗

凝采血管采集静脉血。 ＡＬＢ 水平在本院检验科检

测，正常参考值为 ３５ ～ ５５ｇ ／ Ｌ。 比较 ＡＣＳ 组和对照

组血清 ＡＬＢ 水平。 根据血清白蛋白水平分为三组：
ＡＬＢ≤２８ｇ ／ Ｌ 组、２８ １ ～ ３５ｇ ／ Ｌ 组和 ＞ ３５ｇ ／ Ｌ 组。 观

察 ＡＣＳ 患者住院期间死亡事件以及 ＭＡＣＥ（包括心

律失常、心绞痛、再梗及心力衰竭）发生情况。
３． 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土标准差表示，采用 ｔ 检验；
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率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二变

量相关性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ＡＣＳ 组和对照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ＡＣＳ 组吸烟史、高血压病、糖尿病以及高脂血

症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 两组间年

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１）。

表 １　 各组间基本临床资料的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ＡＣＳ 组（ｎ ＝ １１４） 对照组（ｎ ＝ ５７）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８． ４ ± １３ ７ ５５． ９ ± １０ ６ ＞ ０ ０５
吸烟史 ６７（５９ ３） １８（３１ ８） ＜ ０ ０５
高血压病 ７６（６７ １） １７（３０ ５） ＜ ０ ０５
糖尿病 ３４（３０ ０） ７（１１ ９） ＜ ０ ０５
高血脂症 ３３（２８ ６） ５（９ ３） ＜ ０ ０５

　 　 ２． ＡＣＳ 组和对照组血清 ＡＬＢ 水平的比较

急性心肌梗死 （ ＡＭＩ） 组和不稳定型心绞痛

（ＵＡＰ）组患者血清 ＡＬＢ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 ＡＭＩ 组与 ＵＡＰ 组比较 ＡＬＢ 水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说明 ＡＣＳ 患者血清蛋白水平低（表 ２）。
３． 血清 ＡＬＢ 水平不同的各组 ＡＣＳ 患者住院期

间病死率和 ＭＡＣＥ 发生率比较

ＡＣＳ 患者根据血清蛋白水平分为三组：ＡＬＢ≤
２８ｇ ／ Ｌ 组，２８ １ ～ ３５ｇ ／ Ｌ 组， ＞ ３５ｇ ／ Ｌ 组。 各组患者

病死率及 ＭＡＣＥ 发生率随着血清 ＡＬＢ 水平的降低

而明显升高（表 ３）。

表 ２　 各组间血清 ＡＬＢ 水平的比较（ｘ ± ｓ）
组别 例数 ＡＬＢ ／ （ｇ ／ Ｌ）

对照组 ５７ ４６ ９７ ± ５ ７３
ＵＡＰ 组 ６５ ３６ ０１ ± ４ ０１∗

ＡＭＩ 组 ４９ ２７ ８７ ± ３ １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与 ＵＡＰ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表 ３　 不同血清 ＡＬＢ 水平 ＡＣＳ 患者住院期间病死率及

ＭＡＣＥ 发生率的比较 ［ｘ ± ｓ，ｎ（％ ）］
组别 例数 ＡＬＢ ／ （ｇ ／ Ｌ） 心绞痛 再梗 死亡 心力衰竭

＞３５ ５６ ３７ ５０ ± ２ ４８ ９（１６ １） ４（７ １４） １（１ ８） ３（５ ４）
２８ １ ～ ３５ ４０ ３１ ６７ ± ３ ０９ ７（１７ ５） ４（１０ ０） １（２ ５） ４（１０ ０）

≤２８ １８ ２５ ８１ ± ２ １９ ４（２２ ２） ３（１６ ７） ２（１１ １） ４（２２ ２）

　 　 ４． 经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

所有 ＡＣＳ 患者血清 ＡＬＢ 水平与病死率及

ＭＡＣＥ 发生率均呈负相关 （相关系数 ｒ 分别为

０ １３７，０ ２４１，Ｐ 分别为 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４），说明血清

ＡＬＢ 水平预测 ＡＣＳ 患者住院期间的病死率及

ＭＡＣＥ 发生率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讨　 论

近年来，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死率在我国居民

总死亡的比例中居高不下［２］ ，而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 ＣＨＤ）已成为当今人类的最主要疾

病，其中 ＡＣＳ 是最严重的类型，具有发病急、病情

发展快和病死率高的特点。 血清白蛋白作为一种

非特异性的、与心血管病预后相关的标志物受到

广泛关注。
本研究发现， ＡＣＳ 患者与对照组相比，血清

ＡＬＢ 水平明显下降，并且 ＡＭＩ 组和 ＵＡＰ 组的血清

ＡＬＢ 水平也有差异。 目前认为 ＡＣＳ 患者发生低蛋

白血症的原因可能为：①ＡＣＳ 患者机体处于严重应

激状态下，肝脏可通过降低白蛋白的合成而优先合

成急性相蛋白（如 Ｃ 反应蛋白、ＢＮＰ 等），迅速导致

血清白蛋白水平降低；应激的同时基础代谢率也明

显增加，对蛋白质的需求增大；②动脉粥样硬化是内

皮细胞功能紊乱和炎性反应的结合，炎症过程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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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ＴＮＦ、ＩＬ⁃１ 及 ＩＬ⁃６ 等大量炎症介质作用于肝脏，
抑制白蛋白 ｍＲＮＡ 的表达，最终导致血清蛋白合成

减少［３］；③对外源性营养底物反应差；④耗能途径

改变，糖利用受限，脂肪利用可能早期增加，后期下

降；能量的获得靠大量分解蛋白质，因此，ＡＣＳ 患者

血清白蛋白水平的下降可能与白蛋白合成减少、分
解增加以及血管内再分布等有关。

研究表明，血清蛋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冠心病

临床前和疾病严重程度的判断指标，是预测死亡风

险的独立预测因子［４］。 Ｖｉｎｃｅｎｔ 等［５］ 提出低白蛋白

血症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还

反映各种并发症的状态，是影响疾病预后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 Ａｆａｎａｓ 等［６］ 调查了大面积 ＡＭＩ 患者住

院期间的血清白蛋白水平与心源性休克及死亡发生

率，结果表明第 １ 个 ２４ ｈ 内血清总清蛋白浓度 ＜ ３６
ｇ ／ Ｌ 可显著增加院内心源性休克和病死率，认为

ＡＭＩ 患者 ２４ ｈ 内及时测定血清清蛋白浓度有助于

识别致死性不良预后的高危人群［６］。 本研究结果

显示，ＡＭＩ 组和 ＵＡＰ 组的血清 ＡＬＢ 水平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并且 ＡＭＩ 组和 ＵＡＰ 组的血清 ＡＬＢ 水平

也有差异。 提示血清 ＡＬＢ 水平和 ＡＣＳ 有密切关系，
ＡＣＳ 患者血清 ＡＬＢ 水平降低，病情越严重。 因此对

ＡＣＳ 患者血清 ＡＬＢ 水平的动态监测有助于评价病

情，对观察治疗效果和预测预后有重要价值。
许多研究显示，血清白蛋白浓度与患者的发病

危险、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和住院天数之间呈负相

关，而且是反映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最有意义的

指标之一［７⁃９］。 我们也发现，血清 ＡＬＢ 水平降低组

住院期间病死率及 ＭＡＣＥ 发生率均明显升高，并且

血清 ＡＬＢ 水平与死亡率及 ＭＡＣＥ 发生率呈负相关，
提示 ＡＬＢ 降低的水平与 ＡＣＳ 临床事件的发生率存

在密切关系，说明 ＡＬＢ 在 ＡＣＳ 患者的危险分层和预

测预后中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血清 ＡＬＢ 水平与 ＡＣＳ 密切相关，

ＡＣＳ 患者的血清 ＡＬＢ 水平明显降低，而且和病情

的严重程度有关，病情越严重 ＡＬＢ 水平降低越显

著。 ＡＬＢ 水平还与 ＡＣＳ 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率密切相关，可预测住院期间的死亡率及 ＭＡＣＥ
发生率，对预测 ＡＣＳ 患者的预后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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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后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刘春洁　 郑海亮　 李晓晴

　 　 ［摘要］ 　 目的：研究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ＯＰＣＡＢＧ） 术后早期认知功能障碍（ＰＯＣＤ）
发生的危险因素。 方法：收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住院行 ＯＰＣＡＢＧ 的患者

１２７ 例，根据术后是否出现 ＰＯＣＤ 分为认知障碍组 ６２ 例和非认知障碍组 ６５ 例，分析 ＯＰＣＡＢＧ 后 ＰＯＣＤ
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ＰＯＣＤ 组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的比率高于未发生 ＰＯＣＤ 组（Ｐ ＜ ０ ０５）。 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ＯＲ ＝ ３ ５００，９５％ ＣＩ：１ １７７ ～ １０ ４０３，Ｐ ＝ ０ ０２４）
是 ＰＯＣＤ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是 ＰＯＣＤ 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应加强对

颈动脉狭窄的筛查，谨慎评估手术风险，旨在减少术后 ＰＯＣＤ 的发生。
［关键词］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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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ＯＰＣＡＢ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ＯＰＣＡＢＧ ｉｎ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
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ＯＣＤ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ＯＣＤ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ＰＯＣ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ＯＲ ＝ ３ ５００，
９５％ ＣＩ：１ １７７⁃１０ ４０３，Ｐ ＝ ０ ０２４） ｗ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ＯＣ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ｗ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ＯＣ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ＣＡＢＧ）后常见的并发症是术后认知功能障

碍 （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ＯＣＤ ）。
ＰＯＣＤ 主要发生在 ＣＡＢＧ 的早期，发生率约为 ３０％
～６５％ ，部分术后早期认知功能障碍会成为永久的

认知功能障碍［１⁃３］。 近年来，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ＯＰＣＡＢＧ）越来越多地用于冠状动脉疾病的处理，如
何减少 ＰＯＣＤ 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研究收集 ＯＰ⁃
ＣＡＢＧ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 ＰＯＣＤ 的危险因素，旨
在术前对患者进行充分评估，减少 ＰＯＣＤ 的发生率。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回顾北京安贞医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ＯＰＣＡＢＧ 手术患者 １２７ 例的临床资

料，男性 ８１ 例，女性 ４６ 例，年龄为 ４５ ～ ７０ 岁，平均

（６４ １ ± ６ ３）岁。 所有病例术者为同一组医生，麻
醉用药相同，均采用全凭静脉麻醉，常规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术后进入 ＩＣＵ 监护，病情稳定后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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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
（１）纳入标准：①性别、受教育程度不限，年龄

４５ ～ ７０ 岁。 ②单纯 ＯＰＣＡＢＧ 患者，心功能正常。 ③
术前无脑梗死、脑出血、肿瘤及炎症等病史。 ④术前

无认知功能障碍，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ＭＭＳＥ）
评分：文盲≥１７ 分，小学≥２０ 分，中学及以上≥２４
分；且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ＭｏＣＡ）评分≥２６ 分。

（２）排除标准： ①心功能不全，术前左心室射血

分数（ＬＶＥＦ）≤５０％ 。 ②术后出现脑梗死、脑出血、
感染等并发症，术后 ＩＣＵ 时间 ＞ ４８ｈ。 ③重度贫血

及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④伴有其他心血管手术者

（包括瓣膜置换手术、体外循环下 ＣＡＢＧ、心室壁动

脉瘤切除手术及颈动脉内膜剥离术等）。 ⑤造影剂

过敏者或不能耐受影像学检查者（如幽闭综合征）。
⑥已诊断有其他神经系统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帕
金森病等）。

２． 方法：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受
教育程度、既往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饮酒

及心房颤动病史、术前超声心动检查、颈动脉超声检

查、实验室检查、术后心房颤动及 ＰＯＣＤ 等资料。 术

前行颈部血管超声检查，单 ／双侧颈动脉狭窄率≥
７０％或闭塞判定为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术后心

房颤动及 ＰＯＣＤ 发生时间为手术后到患者出院期

间。 呼吸机辅助时间为手术后到拔出气管插管的

时间。
３． 分组：ＭＭＳＥ 评分：文盲 ＜ １７ 分，小学 ＜ ２０

分，初中及以上 ＜ ２４ 分；ＭｏＣＡ 评分：受教育程度在

１２ 年及以下 ＜ ２５ 分；受教育程度在 １２ 年及以上 ＜
２６ 分为认知功能障碍［４］。 术前评估患者认知功能，
术后 ７ 天再次对患者进行认知功能评估。 根据术后

是否出现 ＰＯＣＤ 分成两组，出现 ＰＯＣＤ 组 ６２ 例，未
出现 ＰＯＣＤ 组 ６５ 例。

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统计软件包。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

用 ｔ 检验。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χ２ 检验和 Ｆｉｓｈａｒ’ ｓ 精确法。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独立危险因素。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一般资料比较：ＰＯＣＤ 组颈动脉重度狭窄或

闭塞的比率高于未发生 ＰＯＣＤ 组（Ｐ ＜ ０ ０５）。 而性

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饮酒、心
肌梗死病史及心房颤动史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表 １）。

２． 术后资料比较：两组 ＯＰＣＡＢＧ 手术时间、术
后心房颤动、呼吸机辅助时间 ＞ ２４ｈ 及住院时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２）。

３． 术后 ＰＯＣＤ 危险因素分析：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是术后

ＰＯＣＤ 的独立危险因素（表 ３）。

表 １　 两组术前一般资料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ＰＯＣＤ 组

（ｎ ＝ ６２）
无 ＰＯＣＤ 组

（ｎ ＝ ６５）
Ｐ 值

男性 ４１（６６ １） ４０（６１ ５） ０ ５９１
年龄 ／ 岁 ６４ ４ ± ５ １ ６３ ８ ± ７ ２ ０ ５７０
高血压 ４５（７２ ６） ５０（７６ ９） ０ ５７３
高脂血症 ４３（６９ ４） ４５（６９ ２） ０ ９８８
糖尿病 ４６（７４ ２） ５０（７６ ９） ０ ７２０
吸烟 ４１（６６ １） ４２（６４ ６） ０ ８５８
饮酒 １２（１９ ４） ７（１０ ８） ０ １７５
心肌梗死史 １３（２０ ９） ２０（３０ ８） ０ ２０８
心房颤动史 ４（６ ５） ４（６ ２） ０ ９４５
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１４（２２ ６） ５（７ ７） ０ ０１９

表 ２　 两组术后资料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ＰＯＣＤ 组

（ｎ ＝ ６２）
无 ＰＯＣＤ 组

（ｎ ＝ ６５）
Ｐ 值

ＯＰＣＡＢＧ 手术时间 ／ ｈ ４ ３ ± ０ ４ ４ ２ ± ０ ３ ０ ３０１
术后心房颤动 ２（３ ２） ３（４ ６） ０ ６８７
呼吸机辅助时间 ＞ ２４ｈ ３（４ ８） ４（６ ２） ０ ７４５
住院时间 ／ ｄ １９ ４ ± １ ３ １９ ３ ± １ ４ ０ ５９９

表 ３　 术后影响 ＰＯＣ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ＯＲ 值 ９５％ ＣＩ Ｐ 值

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３ ５００ １ １７７ ～ １０ ４０３ ０ ０２４

讨　 论

ＰＯＣＤ 主要发生在 ＣＡＢＧ 术后的早期，一般为

术后 ５ ～ ７ｄ，发生率约为 ３０％ ～６５％ ，一般为急性起

病，数月后有 ２０％ ～４０％的患者仍有相应的认知功

能障碍，部分术后早期 ＰＯＣＤ 会成为永久的认知功

能障碍［１⁃３］。 Ｎｅｗｍａｎ 等［５］ 对 ２６１ 例进行 ＣＡＢＧ 患

者进行了术前、术后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所有患者

中，出院时 ５３％ 出现认知功能下降，６ 周后 ３６％ 患

者存在认知功能下降，６ 个月后占 ２４％ ，而在 ５ 年后

４２％患者仍存在认知功能下降。 该研究提示 ＣＡＢＧ
后认知功能下降发生率较高、且持续存在。 ＰＯＣＤ
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有文献报道，ＣＡＢＧ 后颈动脉狭窄组较无狭窄

组的认知功能明显下降。 随着颈动脉狭窄程度的加

重，其术后认知功能逐渐下降［６］。 国内一项研究显

示，重度颈动脉狭窄是影响 ＣＡＢＧ 预后的独立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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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７］。 颈动脉狭窄甚至闭塞可引起狭窄远端的

血流动力学发生改变，从而出现低灌注状态，该状态

导致海马、额叶乙酰胆碱含量减少，这与认知功能障

碍密切相关［８］。 另外，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脱落，
微小栓子引起多发腔隙性脑梗死及无症状性脑梗

死，也是术后认知功能下降的原因之一［９］。 有研究

显示，ＣＡＢＧ 术中微栓子数量显著增多，特别是在钳

夹主动脉弓及体外循环时，微栓子数与 ＰＯＣＤ 有

关［１０］。 Ｌｉｕ 等［１１］ 通过经颅多普勒超声监测大脑中

动脉的微栓子发现，ＯＰＣＡＢＧ 术中微栓子数量明显

少于体外循环下 ＣＡＢＧ 术， ＯＰＣＡＢＧ 可以避免体外

循环所导致的血细胞破坏、补体激活、炎症反应及气

栓血栓形成，减少了术中微栓子的形成［１２⁃１３］。 颈动

脉狭窄引起的慢性缺血可造成脑白质弥散性脱髓

鞘、轴突变性和神经胶质细胞增生，这也是导致认知

功能障碍的机制之一［１４］。
患者术前心功能、不同术者、ＯＰＣＡＢＧ 手术时

间、术后恢复情况及麻醉剂应用情况等均会影响术

后认知功能，本研究所有病例术者为同一组医生，麻
醉用药相同，并在排除标准中排除了以上因素的影

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认知障碍组颈动脉重度狭

窄或闭塞患者 ２２ ６％ 显著高于非认知障碍组

７ ７％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是术后 ＰＯＣＤ 的

独立危险因素。
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性疾病，患者存在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颈动脉粥

样硬化。 有文献报道，行 ＣＡＢＧ 的患者同时颈动脉

狭窄 ＞ ５０％者约占 １２％ ～ １７％ ，合并颈动脉狭窄 ＞
８０％者大约占 ６％ ～８ ５％ ［１５］。 拟行 ＣＡＢＧ 的患者，
术前应行颈动脉超声检查，对于颈动脉重度狭窄或

闭塞的患者，应更谨慎评估手术风险，术中应注意维

持系统灌注压，保证脑灌注，旨在降低术后 ＰＯＣＤ 的

发生。
本研究不足之处，样本量较小，尚需大样本多中

心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探讨 ＯＰＣＡＢＧ 术后 ＰＯＣＤ
的危险因素、发生率及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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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岁以上中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手术
高危因素分析

杨 勇　 刘 楠　 侯晓彤

　 　 ［摘要］ 　 目的： ７０ 岁以上老年中重度主动脉瓣狭窄（ＡＳ）患者行主动脉瓣置换术（ＡＶＲ）早期疗效

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心脏外科 １０８ 例 ７０ 岁以上中重度 ＡＳ 患者进

行 ＡＶＲ 的临床资料。 结果： １０８ 例老年患者，男性 ８２ 例，女性 ２６ 例，平均年龄（７８ ６ ± ５ ２）岁，住院 ３０ｄ
死亡 ６ 例（５ ６％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住院 ３０ｄ 死亡危险因素与术前肾功能不全、术前心功能 ＮＹ⁃
ＨＡⅣ级、体外循环时间≥１８０ｍｉｎ、同时合并冠状动脉移植手术有关。 随访 ２６ ３ 个月，随访率 ９７ ２％ ，死
亡 ２ 例，１ 例发生脑部并发症，１ 例死于非心源性猝死。 所有患者术后心功能和生活质量较术前明显提

高。 结论： 术前脏器功能不全是患者住院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提示早期手术的重要性。
［关键词］ 　 中重度主动脉瓣狭窄；主动脉瓣置换术； 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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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ｐｔｕａｇｅｎａｒｉａｎ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ｏｒｔｉｃ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主动脉瓣退行性钙化造成的狭窄已成为老年人

主要瓣膜病变，目前中重度主动脉瓣狭窄 （ ａｏｒｔｉｃ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ＡＳ ） 患 者 已 占 ７０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的

２ ５％ ［１］。 主动脉瓣置换（ 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ＶＲ）可以缓解狭窄症状、保持左心室功能，是唯一

有效的治疗方法。 但是年龄的增长，手术的风险性

也相应增多，需进一步评估老年患者 ＡＶＲ 手术病死

率，死亡危险因素及术后长期生存率，为临床治疗提

供借鉴。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北京安贞医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间，收治的 １０８ 例年龄≥７０ 岁中重度

ＡＳ 同时进行 ＡＶＲ 治疗的患者。 中重度 ＡＳ 入选标

准：主动脉瓣上流速 ＞ ４ ０ｍ ／ ｓ，主动脉瓣口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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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ｃｍ２，平均跨主动脉瓣瓣压力阶差 ＞ ４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

２． 观察方法　 收集患者术前，术中及术后患者

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心功能分级、手术时间、
体外循环时间、心肌阻断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住
ＩＣＵ 时间、住院时间及预后并做统计学处理。 确定

患者住院死亡危险因素。 通过门诊和电话对患者进

行随访。
３． 中重度 ＡＳ 的诊断标准 主动脉瓣上流速 ＞

４ ０ｍ ／ ｓ、或主动脉瓣口面积 ＜ １ ０ ｃｍ２ 或平均跨主

动脉瓣瓣压力阶差 ＞ ４０ｍｍＨｇ［２］。 冠心病定义为前

降支、旋支和右冠狭窄在 ７０％ 以上。 肾损伤诊断标

准： ２００２ 年美国肾脏协会透析质量指南（ＡＤＱＩ）确
定了肾损伤诊断的 ＲＩＦＬＥ 标准［３］。 手术死亡为术

后 ３０ｄ 之内的死亡。
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
应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采用 χ２ 检

验；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判断死亡危险因素。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一般资料 　 全组患者 １０８ 例，其中男性 ８２
例，女性 ２６ 例。 年龄 ７０ ～ ８２ 岁，平均（７８ ６ ± ５ ２）
岁。 术前心功能Ⅱ级 ５１ 例，Ⅲ级 ３８ 例，Ⅳ级 １９ 例。
所有患者均为中重度主动脉瓣狭窄，主动脉瓣二叶

畸形患者 ４６ 例，合并升主动脉扩张 １４ 例，冠心病

１８ 例，二尖瓣病变 １３ 例。 所有患者均行主动脉瓣

置换，同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ＣＡＢＧ）１４ 例、升主

动脉置换 １２ 例、二尖瓣置换 １０ 例、心房颤动射频消

融 ６ 例、左室流出道疏通 ２ 例。
２． 术前、术中和术后资料　 患者术前平均主动

脉瓣上流速（４９３ ４４ ± ６６ ６２） ｃｍ，平均跨主动脉瓣

压力阶差（６２ ７３ ± １３ ８２） ｍｍＨｇ，平均主动脉瓣环

经（２２ ４４ ± ２ ４９ ） ｍｍ。 患者手术时间 （４ ６３ ±
１ ３４） ｈ、体外循环 （ ＣＰＢ） 时间 （１５１ ４２ ± ４０ ４２）
ｍｉｎ、心肌阻断时间（８９ ６１ ± ２６ ２４）ｍｉｎ、生物瓣使

用率 ７５ ９３％ 。 术后机械通气时间（２３ ９１ ± １５ ４８）
ｈ、住 ＩＣＵ 天数（２ ８７ ± ０ ８６） ｄ、住院天数（２７ ０ ±
１６ ２９）ｄ、住院病死率 ５ ５６％ （表 １）。

３． 患者 ＡＶＲ 前后资料对比　 术后患者心功能

改善、心率降低，左心室舒末直径缩小，Ｅ ／ Ａ 比值 ＞
１，瓣上流速、跨瓣压差较术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表 ２）。

表 １　 １０８ 例术前、术中和术后临床资料［ｘ ± ｓ，ｎ（％ ）］
临床资料 数值

年龄 ／ 岁 ７６ ± ６ ９
身高 ／ ｃｍ １６５ ６５ ± １１． ３０３
体质量 ／ ｋｇ ６７ ９０ ± １３． ８３７

体表指数 ／ （ｍ２ ／ ｋｇ） １ ７５ ± ０． １８６７
性别 ／ （男 ／ 女） ８２ ／ ２６
术前心率 ／ （次 ／ ｍｉｎ） ９３． ２５ ± １１． ８６
术前心功能 ＮＹＨＡ 分级 ２． ４５ ± ０． ８０
冠心病 １８（１６ ７）
高血压 ４６（４２ ６）
糖尿病 １８（１６ ７）
心房颤动 １６（１４ ８）
术前主动脉瓣上瓣上流速 ／ （ｃｍ ／ ｓ） ４９３ ４４ ± ６６． ６２
术前平均跨主动脉瓣压力阶差 ／ （ｍｍＨｇ） ６２ ７３ ± １３． ８２
术前平均主动脉瓣瓣环径 ／ ｍｍ ２２ ４４ ± ２． ４９
术前心脏 ＥＦ ／ ％ ５８ ４２ ± １２． ７９
手术时间 ／ ｈ ４ ６３ ± １． ３４
ＣＰＢ 时间 ／ ｍｉｎ １５１ ４２ ± ４０． ４２
心肌阻断时间 ／ ｍｉｎ ８９ ６１ ± ２６． ２４
是否为生物瓣 ８２（７５ ９）
生物瓣（﹟） ２１ ７８ ± １． ５４
机械瓣（﹟） ２１ ４４ ± １． ６９
机械通气时间 ／ ｈ ２３ ９１ ± １５． ４８
住院天数 ／ ｄ ２７ ００ ± １６． ２９
住 ＩＣＵ 天数 ／ ｄ ２ ８７ ± ０． ８６
住院死亡 ６（５ ６）

表 ２　 患者手术前后临床资料对比［ｘ ± ｓ，ｎ（％ ）］
临床资料 术前（ｎ ＝ １０２） 术后（ｎ ＝ １０２） Ｐ 值

心率 ／ （次 ／ ｍｉｎ） ９７ ± １３ ８１ ± １８ ０ ０２２
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 ２ ９３ ± ０． １１ ２ ２６ ± ０． ３４ ０ ００６
左室舒张末直径 ／ ｍｍ ４９ ６０ ± ８． ６８ ４４ ５０ ± ５． ５８ ０ ００９
左室收缩末直径 ／ ｍｍ ３３ ８５ ± ９． ５３ ２９ ４８ ± ６． １６ ０ ０４２
瓣上流速 ／ （ｃｍ ／ ｓ） ４９３ ４４ ± ６６． ６２ ２４９ ７５ ± ７５． ５５ ０ ００１
跨瓣压差 ／ （ｍｍＨｇ） ６２ ７３ ± １３． ８２ ３３ ４０ ± １５． ４０ ０ ００１
室间隔厚度 ／ ｍｍ １３ ６１ ± ２． ７９５ １３ ０９ ± ３． １４９ ０ ５０８
室壁厚度 ／ ｍｍ １２ ４０ ± ２． ６３ １２ ０８ ± ２． ０３５ ０ ６０８
射血分数 ／ ％ ５８ ４２ ± １２． ７９ ６２ ２１ ± １１． ０５ ０ ２２０
Ｅ 值 ／ （ｃｍ ／ ｓ） ８６ ６２ ± ２９． ９２ ８２ ７９ ± ２１． ４９ ０ ５８０
Ａ 值 ／ （ｃｍ ／ ｓ） ９７ ５９ ± ３０． ８９ ８２ ３８ ± ２２． ４６ ０ ０４７
Ｅ ／ Ａ ０ ９７ ± ０． ５３ １ ０９ ± ０． ５９ ０ ０４５

　 　 ４． 患者术后主要并发症和住院死亡危险因素

　 患者术后主要并发症包括术后瓣周漏、瓣周脓肿

行二次换瓣 １ 例，Ⅲ°房室传导阻滞 ３ 例，二次开胸

止血清创 ３ 例，急性肾衰竭 ６ 例，绞榨性肠梗阻手术

１ 例，术后低心排需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ＩＡＢＰ）治疗

８ 例、体外膜肺氧合（ＥＣＭＯ）治疗 １ 例，多发腔隙性

脑梗死 １ 例，频发心室颤动、放置除颤式起搏器 １
例。 住院死亡 ６ 例，４ 例死于术后心力衰竭，２ 例死

于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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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死亡危险因素包括术前心功能 ＮＹＨＡⅣ级、
体外循环时间≥１８０ｍｉｎ、同时合并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手术及术前肾功能不全（表 ３）。

表 ３　 患者住院死亡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结果

危险因素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值

ＣＰＢ 时间≥１８０ｍｉｎ １ ９５ １ ０７ ２ ５６ ５ ４５ １ ８０ ～ ９． ４７ ０ ０２４
心功能 ＮＹＨＡⅣ级 ２ ４９ １ ４６ ２ ８９ １２ ３３ ２ ４１ ～ ６３． １０ ０ ００１
同期 ＣＡＢＧ ２ ７４ １ ７６ ４ ４７ ３２ １４ ５ ７９ ～ ７８． ４９ ０ ００１
术前肾功能不全 ２ ７３ １ ２７ ４ ６７ １２ ２ ６２ ～ ５５． ０６ ０ ００１

　 　 ５． 随访　 通过门诊和电话对患者进行随访，随
访率 ９７ ２％ ，平均随访 ２６ ３ 个月，１ 例死于与抗凝

有关的脑部并发症，１ 例死于非心源性猝死。 其余

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明显，生活质量较术前有提高。

讨　 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获得性心脏病正在成为老年

人死亡的主要威胁。 ＡＳ 作为一种老年退行性病变，
发病率占 ７０ 岁以上老年人的 ２ ５％ ，且自然病程预

后差，正在成为老年人死亡的主要威胁［１］。 心绞

痛、晕厥以及心功能衰竭是中重度 ＡＳ 患者死亡的

主要危险因素。 ９０％的患者在出现心绞痛和晕厥症

状后 ３ 年死亡。 如果出现心功能衰竭，大部分患者

自然病程在 ２ 年之内。 老年中重度 ＡＳ 患者如选择

药物治疗，远期生存率较低。 作为替代 ＡＶＲ 手术的

主动脉瓣膜球囊成型术，虽然创伤较小，但住院病死

率达 ３％ ～１０％ 、住院期间并发症高达 １０％ ～ ２５％ ，
且大多数患者 ６ 个月后发生再次狭窄，同时 １ 年生

存率只有 ５５％ ～７５％ 。 因此，越来越多的有症状的

老年 ＡＳ 患者需要手术治疗［４］。
回顾分析我院心外科 １０８ 例 ７０ 岁以上老年

ＡＶＲ 患者资料，术前心功能 ＮＹＨＡ 分级平均 ２ ４５ ±
０ ８０，合并冠心病为 １６ ７％ ，房颤发生率 １４ ８％ ，平
均血色素（１１５ ０ ± ４ ２） ｇ，平均血浆肌酐（１１４ ６９ ±
１１ ９１） μｍｏｌ ／ Ｌ， ＣＰＢ 平均时间 （１５１ ４２ ± ４０ ４２ ）
ｍｉｎ，心肌阻断时间（８９ ６１ ± ２６ ２４）ｍｉｎ，生物瓣使

用率 ７５ ９％ 。 术后通气时 间 超 过 ２４ｈ 发 生 率

２０ ４％ ，心房颤动发生率 ３２ ５％ 。 住 ＩＣＵ 时间

（２ ８７ ± ０ ８６） ｄ，住院时间（２７ ± １６ ２９） ｄ。 患者术

后症状改善明显，出院前复查心脏超声显示左室舒

张末期直径、主动脉瓣上流速、主动脉跨瓣压差、心
功能较术前明显改善［５⁃６］。

全组患者住院死亡 ６ 例，住院病死率为 ５ ６％ 。
４ 例死于术后心功能衰竭，２ 例死于多脏器功能不

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预测患者住院死亡危险因素，包括

心功能 ＮＹＨＡ 分级Ⅳ级、体外循环时间长、ＡＶＲ 合

并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和术前肾功能不

全。 由于许多老年患者是在药物治疗症状无缓解后

才进行手术，因此术前心功能较差。 心力衰竭导致

的贫血、肾功能不全、水、钠潴留、外周组织缺氧及

强心药物使用，进一步加剧心功能的恶化［７］ ，使老

年患者 ＡＶＲ 手术后并发症增加，是住院死亡的主

要危险因素［８］ 。 ＣＰＢ 过长、ＡＶＲ 合并 ＣＡＢＧ 手术

是影响老年患者预后另一个危险因素。 对老年人

来说，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较高，部分心肌存在缺

血。 ＡＶＲ 合并 ＣＡＢＧ 手术，ＣＰＢ 时间较单纯换瓣

延长，容易加重心肌缺血，使心功能进一步恶化。
同时，病变血管的数目以及搭桥数目与住院病死

率成正相关。 为降低住院病死率，可以选择经皮

冠状动脉支架置入。 严重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

（ ＞ ８０％的狭窄）或频发的心绞痛患者，可以同时

进行 ＣＡＢＧ 手术［４］ 。
通过死亡危险因素的分析，表明老年中重度 ＡＳ

患者早期手术重要性，应在左心功能衰竭前完成手

术治疗。 资料表明，对心功能正常的老年患者来说，
ＡＶＲ 是一种低风险手术，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住
院时间短，住院病死率低［９］。 但是当患者出现劳

累、眩晕、心悸和心电图的 ＳＴ 段和 Ｔ 波改变等不典

型症状时，意味着左心功能下降，主动脉瓣口面积减

小，如不及时治疗会出现典型的 ＡＳ 症状，手术的风

险会相应加大［１０］。 因此，术前心、肾功能衰竭的急

诊患者，手术病死率增加［１１］。 心脏扩大及终末期主

要脏器衰竭的心力衰竭患者，住院病死率非常

高［１２］。 对于主动脉瓣重度钙化以及超声心动图显

示瓣口面积快速缩小的患者，手术后的无症状性生

存率明显下降［１２］。 目前，ＡＨＡ ／ ＡＣＣ 的手术指征亦

建议老年中重度 ＡＳ 患者在心功能衰竭出现早期进

行手术治疗 ［９］。
我们对老年组患者进行随访，随访率 ９７ ２％ ，

平均随访 ２６ ３ 个月，１ 例死于与抗凝有关的脑部并

发症，１ 例死于非心源性猝死。 因此，对于老年患者

尽量选择生物瓣置换，减少远期血栓和出血性死亡。
其余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明显，无心绞痛发生，心功能

维持在Ⅰ ～Ⅱ级，生活质量较术前有提高［６］。
综上所述，老年中重度 ＡＳ 患者，早期手术治疗

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目前的 ＡＶＲ 手术指征应该适

当放宽，避免因就诊时间晚延误手术时机，造成主要

脏器功能不全，增加老年患者手术病死率。
（下转第 ４６１ 页）

４４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５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６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０６

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７１６４２５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４７１９０２）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麻醉科

通信作者：马骏，博导、主任医师，从事专业：临床麻醉。 Ｅ⁃ｍａｉｌ：ｍａｊｕｎ７６８９＠ １６３． ｃｏｍ

·临床论著·

中心静脉压在体外循环心脏术
后急性肾损伤中的作用

杨艳丽　 马 骏　 赵丽云　 丁 琳

　 　 ［摘要］ 　 目的：观察中心静脉压（ＣＶＰ）对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急性肾功能损伤（ＡＫＩ）的影响。 方

法：前瞻性观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期间，在安贞医院行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患者。 根

据患者手术结束时的 ＣＶＰ 是否 ＞ １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来分为高 ＣＶＰ 组或低 ＣＶＰ 组。 收集手

术类型、术前射血分数、术前血清肌酐水平、术后血清肌酐水平、术中体外循环时间、术后重症监护病房

（ＩＣＵ）停留时间、术后机械通气时间等围术期临床资料。 患者出院后所有患者均进行电话随访。 采用

Ｃｏｘ 回归模型分析预后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共有 １ ９４１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患者平均年龄为（５１ ９７ ±
１３ ６２）岁。 ＣＶＰ 组 ８０１ 例 （４１ ３％ ），低 ＣＶＰ 组 １ １４０ 例。 高 ＣＶＰ 组 ３４７ 例（４３ ３％ ）患者发生 ＡＫＩ，低
ＣＶＰ 组 ８６ 例患者发生 ＡＫ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０１）。 高 ＣＶＰ 组每一期 ＡＫＩ 的发病率均高于低

ＣＶＰ 组。 多因素分析显示，ＣＶＰ 与 ＡＫＩ 相关（ＯＲ ＝ １ ４１６ （１ ３４６ ～ １ ４８９）， Ｐ ＜ ０ ０００１），而 ＭＡＰ 与 ＣＯ
和 ＡＫＩ 无相关性。 高 ＣＶＰ 组患者 ３０ 天死亡 ３０ 例（３ ８％ ），低 ＣＶＰ 组死亡 ６ 例（０ ５％ ），两组病死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０１）。 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 ＣＶＰ 使患者病死率增加（ＨＲ： １ １９６，每增加

１ｍｍＨｇ， ９５％ ＣＩ： １ １１４ ～ １ ２８５， Ｐ ＜ ０ ０００１）。 结论：ＣＶＰ 增高与体外循环心脏术后发生 ＡＫＩ 有关，是
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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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肾功能损伤（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ＫＩ）是

心脏手术后主要并发症之一， ＡＫＩ 的发生增加患者

住院时间和病死率［１］。 有研究发现心脏手术后急

性肾功能损伤发生率高达 ３０％ ，由于体外循环运转

本身的打击较大，使得 ＡＫＩ 成为更为严重的术后并

发症［２］。 维持足够的肾脏灌注压在防治感染性休

克所致 ＡＫＩ 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也有较多研究显

示保持正常甚至偏高的血压对 ＡＫＩ 预后改善有限，
提示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因素。 有研究显示，心脏患

者术前静脉充血与肾功能损伤和病死率相关［３］。
静脉充血常常用中心静脉压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ＣＶＰ）来评估和量化，作为体循环回流末端的

压力，ＣＶＰ 与组织器官灌注密切相关。 临床上 ＣＶＰ
也是一个心血管手术常用的血流动力学检测指标。
为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手术结束时的中心静脉压在

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 ＡＫＩ 中的作用，为临床上预防

和治疗该类患者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期间，在安贞医院行体外循环心

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共 ２ ８６６ 例为筛选对象。
２． 排除病例包括：①慢性肾功能不全病史（３６

例），②术前肾动脉损伤受累（６９ 例），③手术中死

亡（３ 例），④ＩＣＵ 停留时间 ＜ ２４ ｈ 死亡（６ 例），⑤失

访（０ 例）⑥年龄 ＜ １８ 岁（１０５ 例） ⑦心脏移植（４
例），⑧复杂先天性心脏病（４０ 例），⑨无术前和术

后肌酐资料 （３０１ 例），⑩无 ＣＶＰ 测量记录 （３６１
例）。

３． 方法　 （１） 诊断标准：ＡＫＩ 诊断分期标准依

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ＫＤＩＧＯ）推荐指南［］，
主要采用了该标准中的肌酐标准。

（２）ＣＶＰ 测量：通过颈内静脉留置中心静脉导

管，压力传感器联接监护仪 （荷兰飞利浦公司产

品），患者平卧位，以腋中线第 ４ 肋间水平为传感器

对零位点，通过方波实验确认 ＣＶＰ 监测系统的通畅

性，判断压力波形并读取 ＣＶＰ 数值。 心脏复跳血流

动力学平稳后、开始关胸时和出手术室时 ３ 次测量

ＣＶＰ，取其平均值。
（３）资料收集：收集患者的病史资料，记录人口

统计学资料、手术类型、术前合并症、术前射血分数、
术前血清肌酐水平、术后最高血清肌酐水平、术中体

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术中液体平衡情况、
术后 ＩＣＵ 停留时间及术后机械通气时间等围术期

资料。 随访：出院后所有患者均通过电话进行随访。
用食道超声心动图通过经胃短轴平面测量心输出量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ｕｔｐｕｔ，ＣＯ）。
（４） 分组：根据手术结束，出手术室时 ＣＶＰ 是

否 ＞ １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分为高 ＣＶＰ 组

（ＣＶＰ≥１０ｍｍＨｇ）和低 ＣＶＰ 组（ＣＶＰ ＜ １０ｍｍＨｇ）。
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进行统计学分

析。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

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多组均数之间的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及率的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描述，组
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采用多因素 Ｃｏｘ 回归模型分

析生存率的影响因素。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　 果

１． 一般资料统计：共有 １ ９４１ 例患者纳入本研

究，瓣膜手术占 ６３ ５％，冠状动脉移植手术联合瓣膜

手术占 ９ ８％。 患者平均年龄（５１ ９７ ± １３ ６２）岁，男
女比例 １ ８：１。 所有患者 ＣＶＰ 平均为（９ ０５ ± ２ ９１）
ｍｍＨｇ，术前肌酐平均为 （７４ ８７ ± ２５ ０１） μｍｏｌ ／ Ｌ。
１ ９４１ 例患者，高 ＣＶＰ 组 ８０１ 例 （４１ ３％ ），低 ＣＶＰ
组 １ １４０ 例。 高 ＣＶＰ 组 １１ ８ｍｍＨｇ， 低 ＣＶＰ 组

７ １ｍｍＨ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０１）。 单因

素分析显示，单因素分析显示高 ＣＶＰ 组患者年龄、
术前肌酐水平和体外循环运转时间均高于低 ＣＶＰ
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肺动脉高压等患者并发

症的发生率均高于后者（表 １）。
２． ＣＶＰ 与 ＡＫＩ： １９４１ 例 患 者， 共 有 ４３３ 例

（ ２２ ３％ ） 患 者 发 生 ＡＫＩ。 高 ＣＶＰ 组， ３４７ 例

（４３ ３％ ）患者发生 ＡＫＩ，低 ＣＶＰ 组 ８６ 例患者发生

ＡＫ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０１）。 高 ＣＶＰ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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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期 ＡＫＩ 的发病率均高于低 ＣＶＰ 组（表 ２）。 其

中 ２３ 例（５ ３％ ）患者需要持续肾脏替代治疗。 多

因素分析显示， ＣＶＰ 与 ＡＫＩ 相关 ［（ＯＲ ＝ １ ４１６，
９５％ ＣＩ：１ ３４６ ～ １ ４８９， Ｐ ＜ ０ ０００１），而 ＭＡＰ 与

ＣＯ 和 ＡＫＩ 无相关性。

表 １　 不同 ＣＶＰ 组患者基本特征分析［ｘ ± ｓ，ｎ（％ ）］

项目
低 ＣＶＰ 组

（ｎ ＝ １ １４０ ）
高 ＣＶＰ 组

（ｎ ＝ ８０１）
Ｐ 值

性别（男性） ５６０（４９ １） ３３７（４２ １） ０ ００３
年龄 ／ 岁 ４９ ５７ ± １２． ６３ ５５ ３４ ± １３． ８３５ ＜ ０ ０００１
ＥＦ ／ ％ ６０ ８２ ± ８． ６６ ５９ ５７ ± ９． ２９６ ０ ００２
术前肌酐水平 ／ （ｍｍｏｌ ／ Ｌ） ７１ ７３ ± １９． ６２ ７９ ３３ ± ３０． ５６５ ＜ ０ ０００１
中心静脉压 ／ ｍｍＨｇ ７ １１ ± １． ８０ １１ ８１ ± １． ７０７ ＜ ０ ０００１
平均动脉压 ／ ｍｍＨｇ ７４ ３１ ± ９． ６０ ７２ ２５ ± ８． ５１７ ０ ００１
心输出量 ／ （Ｌ ／ ｍｉｎ） ５ ５２ ± １． ５１ ５ ４９ ± １． ６６７ ＜ ０ ０００１
心率 ／ （次 ／ ｍｉｎ） ８２ ３２ ± ６． １４ ８３ ０８ ± ７． ５４ ０ ００３

去甲肾上腺素 ／ （μ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 ０ ０９ ± ０． ２５ ０ ０９ ± ０． ３７ ０ ９３

多巴酚丁胺 ／ （μ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 ４ ８６ ± ３． ６７ ４ ９７ ± ４． ０２ ０ ６５

肾上腺素 ／ （μｇ·ｋｇ － １·ｍｉｎ － １） ０ １２ ± ０． ３７ ０ １６ ± ０． ４５ ＜ ０ ０００１
体外循环时间 ／ ｍｉｎ １０９ ９８ ± ５２． ８９ １２５ ７５ ± ５７． ７４ ＜ ０ ０００１
主动脉阻断时间 ／ ｍｉｎ ７５ ００ ± ３３． ８１ ８６ ４３ ± ６５． ６６ ＜ ０ ０００１
输入红细胞量 ／ ｕ ２ ９４ ± １２． ３６ ４ ０２ ± ６． ８９ ０． ０２５
输入血小板量 ／ ｕ ０ １４ ± １． ２７ ０ ４２ ± ３． ６８ ０． ０１８
输入血浆量 ／ ｍＬ ４４５ ３９ ± ５１２． ２０ ５４７ ９９ ± ７０８． １８ ＜ ０ ０００１
术中液体平衡量 ／ ｍＬ ６４１ ７６ ± ９４１． ０１ ８４６ ９３ ± １００５． １５ ＜ ０ ０００１
冠心病 ９３（８ ２） １３３（１６ ６） ＜ ０ ０００１
高血压 ３７７（３３ １） ３２３（４０ ３） ０ ００１
肺动脉高压 １８６（１６ ４） １２４（１５ ５） ０ ４７０
糖尿病 ９３（８ ２） １３３（１６ ６） ＜ ０ ０００１
外周血管疾病 ２４（２ １） １７（２ １） ０ ９７９

表 ２　 不同 ＣＶＰ 组 ＡＫＩ 的发生情况比较

变量
低 ＣＶＰ 组

（ｎ ＝ １ １４０）
高 ＣＶＰ 组

（ｎ ＝ ８０１）
Ｐ 值

ＫＤＩＧＯ １ 期 ６３（５ ５） ２７５（３４ ３） ＜ ０ ０００１
ＫＤＩＧＯ ２ 期 １１（１ ０） ４６（ ５ ７） ＜ ０ ０００１
ＫＤＩＧＯ ３ 期 １２（１ １） ２６（ ０ ３） ＜ ０ ０００１
ＡＫＩ 总数 ８６（７ ５） ３４７（４３ ３） ＜ ０ ０００１
需要 ＣＲＲＴ ５（０ ４） １８（ ２ ２） ＜ ０ ０００１

　 　 ３． ＣＶＰ与病死率：３０ｄ 共死亡 ３６ 例（１ ９％ ），其
中高 ＣＶＰ 组患者 ３０ｄ 死亡 ３０ 例（３ ８％ ），低 ＣＶＰ
组死亡 ６ 例（０ ５％ ），两组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００１）。 高 ＣＶＰ 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
ＩＣＵ 停留时间、术后总住院时间均长于低 ＣＶＰ 组 患

者（表 ３）。 Ｃｏｘ 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 ＣＶＰ 使患者病

死率增加 （ＨＲ： １ １９６ 每增加 １ｍｍＨｇ， ９５％ ＣＩ：
１ １１４ ～ １ ２８５， Ｐ ＜ ０ ０００１）。 此外年龄、术前合并

冠心病和体外循环时间长、输入血浆也是患者死亡

的危险因素（表 ４，图 １）。

表 ３　 不同 ＣＶＰ 组围术期相关资料（ｘ ± ｓ）

变量
低 ＣＶＰ 组

（ｎ ＝ １ １４０ ）
高 ＣＶＰ 组

（ｎ ＝ ８０１）
Ｐ 值

ＩＣＵ 停留时间 ／ ｈ ２２ ４２ ± ３４ ０９７ ３８ １６ ± ７１ ８５５ ＜ ０ ０００１
机械通气时间 ／ ｈ ２１ ８６ ± ３３ ５３８ ３６ ４７ ± ６９ ３１５ ＜ ０ ０００１
术后住院时间 ／ ｄ ８ ３０ ± ４ ８６４ ９ ８３４ ± ６ ８０４ ＜ ０ ０００１
３０ ｄ 病死率 ／ 例 ６ ３０ ＜ ０ ０００１

表 ４　 影响死亡相关危险因素 ＣＯＸ 回归分析

变量 Ｂ 值 ＯＲ（９５％ ＣＩ） Ｐ 值

年龄 ２ ７２４ １ ０１６ （１ ００１ ～ １ ０３５） ０ ００９
ＣＮＰ ２４ ２０９ １ １９６ （１ １１４ ～ １ ２８５） ＜ ０ ０００１
冠心病 ８ ７１２ １ ０５０ （１ ２７５ ～ ２ ３２５） ０ ００３
体外循环时间 １０ ４４１ １ ００３ （１ ００１ ～ １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图 １　 ＣＯＸ 回归分析结果

讨　 论

本研究显示，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手术结束

时 ＣＶＰ 升高与术后发生 ＡＫＩ 有关。 其次该研究还

显示 ＣＶＰ 增高是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前

尚未发现有研究报道体外循环指南中，手术患者与

术后 ＡＫＩ 关系的研究报道。 动物研究显示，肾脏静

脉压升高是肾小球率过滤降低的重要促发因素［５］。
有研究报道择期心脏手术患者，术前 ＣＶＰ 增高能够

预测急性肾功能，且与低心输出量无关［６］。 有研究

显示，心力衰竭患者 ＣＶＰ 增加与肾小球率过滤有

关［７⁃８］。 上述研究发现了心脏病患者高 ＣＶＰ 与肾功

能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研究主要以肾小球滤过率代

表肾功能，ＣＶＰ 与 ＡＫＩ 之间相关性研究的报导较

少。 有研究报道感染性休克患者是发生 ＡＫＩ 的唯

一的血流动力学指标［９］。 本研究发现 ＣＶＰ 增高，特
别是 ＣＶＰ ＞１０ｍｍＨｇ 时，与术后 ＡＫＩ 的发生相关。

肾脏低灌注是 ＡＫＩ 的重要原因，生理范围内

ＣＶＰ 与 ＡＫＩ 的相关性可能与低 ＣＶＰ 增加心脏充盈，
进而改善肾脏灌注有关［１０］。 这一研究结果与临床

治疗中发现改善调控血流动力学指标仅对部分 ＡＫＩ
患者有效的临床实践是一致的，仅该类患者能从优

化血流动力学治疗中获益［１１］。 当 ＣＶＰ ＞ １０ｍｍＨｇ
时，ＡＫＩ 发生率明显增加，此时 ＣＶＰ 的增加不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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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善肾脏灌注，反而恶化肾脏灌注［１２］。 其具体机

制可能是，随着 ＣＶＰ 的增加心输出量不能继续增

加，ＣＶＰ 增加引起的静脉充血反而降低心脏充盈，
恶化心脏射血和肾脏灌注。 根据 Ｇｕｙｔｏｎ 的静脉回

流模型，静脉血回流主要由体循环平均充盈压和

ＣＶＰ 之间的压力差决定。 ＣＶＰ 作为静脉回流下游

的压力，ＣＶＰ 增加时，使静脉血回流减少，心输出量

降低［１３］。 此外，升高的静脉压还能够增加肾小球囊

内压和肾小球间质压力，降低肾小球微循环血流量，
降低肾小球血流速和肾小球滤过率［１４］。 后毛细血

管压力和小静脉压力差是微循环的驱动压，ＣＶＰ 轻

微的增加就能显著影响毛细血管灌注压和微循环血

流［１５］。 由于在一定的平均动脉压力范围内，器官血

流具有自动调节功能，ＣＶＰ 就成为了决定毛细血管

血流量的决定因素，本研究多因素分析发现，平均动

脉压和心输出量与 ＡＫＩ 没有相关性，而 ＣＶＰ 是 ＡＫＩ
的独立危险因素，与上述基本病理生理机制一致。

本研究还发现 ＣＶＰ 增高组患者，３０ｄ 病死率增

加。 有研究者发现，心脏患者 ＣＶＰ 增加与病死率相

关［１６］。 在感染性患者中，也发现 ＣＶＰ 与病死率增加

有关［１７］。 先天性心脏病和肺移植患者 ＣＶＰ 增加是患

者重要的预后因素［１８］。 上述研究报道结果与本研究

结果一致。 本研究主要入选瓣膜置换和冠状动脉移

植术患者，其他疾病中 ＣＶＰ 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ＣＶＰ 几乎是心脏手术患者常规

的血流动力学检测指标。 常常用于指导容量治疗，
ＣＶＰ 增高也常见于心脏手术后患者。 在拯救脓毒

症运动指南中建议感染性休克复苏的 ＣＶＰ 目标为 ８
～ １２ｍｍＨｇ，机械通气患者为 １２ ～ １５ｍｍＨｇ［１９］。 临

床上心脏手术患者 ＣＶＰ 的最佳值没有指南意见，由
于心脏本身的因素，临床治疗中也比较难以寻找，该
研究发现上述感染性休克患者治疗中推荐的 ＣＶＰ
数值可能并不适合心脏手术患者。 对心脏手术患者

来说，在满足组织灌注的前提下，维持尽可能低的

ＣＶＰ 值，有可能预防 ＡＫＩ 和降低患者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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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自体血小板分离回输对复杂主动脉弓部手术
患者围术期全身炎性反应的影响

林培容　 侯宇希　 赵嘉美　 樊 珍　 赵丽云　 马 骏

　 　 ［摘要］ 　 目的：探讨自体血小板分离（ａＰＲＰ）回输，对复杂主动脉弓部手术患者围术期全身炎性反

应的影响。 方法：选择 Ａ 型主动脉夹层行“象鼻术”及全弓置换术患者 ４１ 例，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ｎ
＝１１）和血小板分离组（ｎ ＝ ３０），于麻醉诱导前（Ｔ１）、血小板分离后（Ｔ２）、离开手术室前（Ｔ３）及术后 ２４ｈ
（Ｔ４）记录两组患者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白细胞介素⁃８（ＩＬ⁃８）、白细胞介素⁃１０（ ＩＬ⁃１０）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ＴＮＦ⁃α）等炎性因子指标及 Ｈｂ 和血小板数等指标。 同时记录患者 ＣＰＢ 运转时间，术前左心室射血分

数（ＬＶＥＦ），术中血浆输注量，术中出血量，ＩＣＵ 停留时间和住院时间。 结果：两组患者麻醉诱导前人口

组成、男女比例及术前心功能，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 Ｔ１ ～ Ｔ４ 时，Ｈｂ 与 Ｐｌｔ 呈逐渐降低趋势，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０）；Ｔ２ 点，实验组 Ｐｌｔ 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０４），其余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各时间点两组间 Ｈｂ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和对照组离室前（Ｔ３）及术后 ２４ｈ（Ｔ４）血浆 ＩＬ⁃
６、８ 及 ＴＮＦ⁃α 浓度等指标较麻醉诱导前（Ｔ１）呈逐渐下降趋势，离室前至术后 ２４ｈ，实验组血浆 ＩＬ⁃８ 浓度

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两组间 ＩＬ⁃１０ 血浆浓度变化不显著。 实验组术中平

均出血量、２４ｈ 胸腔引流量、ＩＣＵ 停留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均 Ｐ ＜ ０ ０１）。 结论：主动脉弓

部手术患者，自体血小板分离（ａＰＲＰ）能减少输血量，并可以降低术后炎性介质水平，减轻炎性反应，从
而减少术后并发症，降低患者的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

［关键词］ 　 自体血液回输；炎性反应；主动脉弓部手术；深低温停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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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血、感染是主动脉弓部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

严重并发症［１⁃２］。 血小板在体外循环（ＣＰＢ）运转中

处于激活状态，从而释放大量的生物活性物质，这些

物质可以造成微血管栓塞和血小板功能下降，最终

导致 ＣＰＢ 后凝血功能障碍［３⁃４］。 血液与 ＣＰＢ 装置的

异物表面接触以及内毒素作用，导致 ＣＰＢ 期间产生

大量的炎性介质，如白细胞介素、血小板活化因子、
五羟色胺及三磷酸腺苷等，是造成术后早期感染的

主要因素［５⁃６］。
相关研究显示，自体血小板分离 （ 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ｒｉｃｈ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ＰＲＰ） 回输可以有效地改善

ＣＰＢ 后出血，促进凝血功能恢复［７⁃８］，本研究对深低

温停循环主动脉弓部手术患者，探讨回输对其围手

术期炎症反应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选择　 入选标准：年龄 ＞ １８ 岁的 Ａ 型主

动脉夹层行“象鼻”及全弓置换术患者。 排除标准：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凝血功能障碍，贫血（血红蛋

白 ＜ １１ｇ ／ Ｌ），终末期肾病需要行血液透析，近 ７ｄ 内

使用抗凝药物等患者。
本研究共 ４１ 例患者入选。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患者分为两组：常规血液保护组（ｎ ＝ １１），即对照

组，和自体血小板分离组（ｎ ＝ ３０），即实验组。 所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方案经北京安贞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
２． 麻醉与术中监测 　 所有患者均于麻醉前

３０ｍｉｎ，肌肉注射东莨菪碱 ０ ３ｍｇ，吗啡 ５ｍｇ。 入室

后，建立外周静脉通路，吸氧，并进行 ５ 导联心电图

监测，穿刺动脉置管监测上下肢血压。 麻醉诱导静

脉注射：咪达唑仑 ０ ０５ ～ ０ １ ｍｇ ／ ｋｇ，依托咪酯 ０ １
～ ０ ３ ｍｇ ／ ｋｇ，舒芬太尼 １ ～ ２μｇ ／ ｋｇ 和哌库溴铵 ０ １
～ ０ ２ｍｇ ／ ｋｇ。

给药后辅助呼吸 ５ｍｉｎ 后行气管内插管，行间歇

正压通气，潮气量 ８ ～ １０ｍＬ ／ ｋｇ，通气频率 １０ ～ １２
次 ／ ｍｉｎ，麻醉诱导后行右颈内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

脉导管，监测中心静脉压。 麻醉维持：静脉输注舒芬

太尼 ０ ５ ～ １ ５μｇ·ｋｇ·－ １ｈ － １，丙泊酚 ４ ～ ６ ｍｇ·ｋｇ·－ １

ｈ － １，术中间断注射哌库溴铵维持肌肉松弛。 所有手

术均由同一组外科医生完成。
３． 自体血小板分离方法 　 实验组在麻醉诱导

后、建立中心静脉通路并行 ａＰＲＰ，应用自体血液回

收机（ＳＯＲＩＮ ＸＴＲＡ：Ｓｏｒｉｎ Ｇｒｏｕｐ，Ｉｔａｌｙ），经右颈内静

脉导管抽取血液，以 ６０ｍＬ ／ ｍｉｎ 的速度进行血液分

离采集，依次采集富 Ｐｌｔ 血浆和血细胞。 通过自体

血液回收机进行离心，把抗凝后的全血分离为红细

胞和富 Ｐｌｔ 血浆。 富 Ｐｌｔ 血浆装于 Ｐｌｔ 采集袋内，置
于震荡仪上，在室温下保存，整个 ａＰＲＤ 过程在肝素

化之前完成［９］。 血小板分离过程中缺失的血容量

需用等量的 ６％羟乙基淀粉来补充（万汶，费森尤斯

卡比公司）容量，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必要时可以

给予缩血管药物。 对照组患者仅进行常规血液保

护，于术中失血后采用异体血输注处理。 在 ＣＰＢ 结

束后，用硫酸鱼精蛋白中和肝素（１ ５ ∶ １）后，ａＰＲＰ
组回输入肝素化前分离的富 Ｐｌｔ 血浆，对照组输入

等容量的 ６％羟乙基淀粉。
４． 观察指标与方法　 于麻醉诱导前（Ｔ１）、血小

板分离后（Ｔ２）、离室前（Ｔ３）及术后 ２４ｈ（Ｔ４）共四个

时间点，分别记录两组患者白细胞介素⁃６（ ＩＬ⁃６， ｎｇ ／
Ｌ）、白细胞介素⁃８（ＩＬ⁃８， ｎｇ ／ Ｌ）、白细胞介素⁃１０（ ＩＬ⁃
１０， ｎｇ ／ Ｌ）及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ＮＦ⁃α， ｎｇ ／ Ｌ）等炎

性因子指标及 Ｈｂ（ｇ ／ Ｌ）和 Ｐｌｔ（ × １０９ ／ Ｌ）等血液指

标情况。 同时记录所有患者 ＣＰＢ 时间，术前 ＬＶＥＦ，
术中血浆输注量（ｍＬ），术中出血量（ｍＬ），２４ｈ 引流

量（ｍＬ），ＩＣＵ 住院时间（ｈ）和总住院时间（ｄ）。
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对所有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 数据经正态性检验及方差齐性检验

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比较

采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　 果

１．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基线

数据，人口组成、男女比例及术前心功能均差异无统

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
两组患者 Ｔ１ ～ ４ 时，Ｈｂ 与 Ｐｌｔ 呈逐渐降低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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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０）；Ｔ２ 点（血小板

分离后），实验组 Ｐｌｔ 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０４），
其余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时间点两组间 Ｈｂ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ｘ ± ｓ）

组别 年龄 ／ 岁
性别

男性 女性
术前 ＬＶＥＦ ／ ％ 术中血浆输注 ／ ｍＬ 术中出血量 ／ ｍＬ ＣＰＢ 时间 ／ ｍｉｎ

实验组（ｎ ＝ ３０） ４６ ± １０ １３ １７ ６５ ± ７ ３００ ０ ± ２３０ １ ｔ ９５０ ３ ± ４２６ ９ ｔ １００ ２ ± ３５ ３
对照组（ｎ ＝ １１） ４７ ± ８ ５ ６ ５９ ± １５ ６８８ ８ ± ３０８ ４ １４２６ ７ ± ４７７ ７ １０１ ２ ± ４２ ５

表 ２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Ｈｂ 和 Ｐｌｔ 比较（ｘ ± ｓ）

组别
Ｐｌｔ ／ （ × １０９ ／ Ｌ） Ｈｂ ／ （ｇ ／ Ｌ）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Ｆ 值 Ｐ 值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Ｆ 值 Ｐ 值

实验组（ｎ ＝ ３０） ２３１ ２ ± ９５ ２ １８４ ３ ± ６５ ８ １２８ １ ± ７７ ３ １２７ ８ ± ５８ ５ ２９ ３６ ０ ０００ １２８ ３ ± １７ ６ １００ ８ ± １６ ８ ８８ ４ ± １８ ９ １００ ４ ± １６ ９ ２６ ３１８ ０ ０００
对照组（ｎ ＝ １１） １９０ ５ ± ５３ １ １０７ ９ ± ３５ ７ １２８ ６ ± ４３ ７ １１６ ２ ± ３３ ８ ２９ ３６ ０ ０００ １１７ ２ ± ２３ １ ９１ ４ ± ２０ １ １０２ ９ ± １７ ７ ９６ ４ ± １５ ９ ２６ ３１８ ０ ０００
ｔ 值 １ ３９１ １０ ３８６ ０ ０００ ０ ２９７ １ ９２６ １ ６７８ ３ ６７７ ０ ３３３
Ｐ 值 ０ ２５０ ０ ００４ ０ ９８８ ０ ５９１ ０ １７７ ０ ２０７ ０ ０６７ ０ ５６９

　 　 ２．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炎性指标变化趋势　 实验

组血小板分离后 （ Ｔ２）、离室前 （ Ｔ３） 及术后 ２４ ｈ
（Ｔ４），血浆 ＩＬ⁃６ 浓度较麻醉诱导前（Ｔ１）浓度呈逐

渐下降趋势，但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对照组血浆 ＩＬ⁃６ 浓度于血小板分离后（Ｔ２）显著上

升（Ｐ ＜ ０ ０５），但是其浓度于离室前（Ｔ３）及术后 ２４
ｈ（Ｔ４）较麻醉诱导前（Ｔ１）呈下降趋势（图 １）。

图 １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血液 ＩＬ⁃６ 浓度变化趋势

实验组血小板分离后（Ｔ２）血浆 ＩＬ⁃８ 浓度较前

轻度升高，离室前（Ｔ３）及术后 ２４ ｈ（Ｔ４），血浆 ＩＬ⁃８
浓度较麻醉诱导前（Ｔ１）浓度呈逐渐下降趋势，但均

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离室前至术后 ２４ ｈ，实验

组血浆 ＩＬ⁃８ 浓度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１，图 ２）。
实验组及对照组离室前（Ｔ３）至术后 ２４ｈ（Ｔ４），

血浆 ＩＬ⁃１０ 浓度较麻醉诱导前（Ｔ１）浓度变化均不明

显（图 ３）。
实验组及对照组血小板分离后（Ｔ２）至术后 ２４ｈ

（Ｔ４），血浆 ＴＮＦ⁃ａ 浓度较麻醉诱导前（Ｔ１）浓度均显

著降低（Ｐ ＜ ０ ０１，图 ４）。
３．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其他指标比较　 实验组术

中平均出血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９５０ ３ ± ４２６ ９）

图 ２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血液 ＩＬ⁃８ 浓度变化趋势

图 ３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血液 ＩＬ⁃１０ 浓度变化趋势

图 ４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血液 ＴＮＦ⁃ａ 浓度变化趋势

ｖｓ． （１４２６ ７ ± ４７７ ７） ｍＬ，Ｐ ＝ ０ ００７６］，实验组 ２４ｈ
引流量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４５ ３ ± １３２ ７） ｖｓ． （５１３ ３
± ２００ ７） ｍＬ，Ｐ ＝ ０ ００２７］，ＩＣＵ 住院时间［（２７ ８ ±
３ ４）ｖｓ． （ ３６ ５ ± ７ １） ｈ， Ｐ ＝ ０ ０２２］和总住院时间

［（１０ ８ ± ４ １）ｖｓ． （１８ ５ ± ３ ５）ｄ， Ｐ ＝ ０ ０３４ ］ 明显

小于对照组。

讨　 论

深低温停循环主动脉弓部手术患者，术中大量

出血和长时间 ＣＰＢ 运转常常会引起血小板和凝血

１５４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５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６



因子功能异常， ａＰＲＰ 回输不仅可以弥补术中失血

所造成的患者血容量不足，还可以进一步改善患者

的凝血功能［１⁃２］。 ＣＰＢ 运转过程中激活人体炎性反

应的途径较多，主要有以下三点：①血小板在 ＣＰＢ
运转过程中激活；主要是由于血小板与人工膜肺等

异物表面的直接接触［１０⁃１２］。 ②转机过程中导致的

脏器缺血与再灌注损伤；③胃肠道低灌注状态导致

内毒素通过胃肠粘膜屏障进入人体循环。 以上多种

途径造成的围术期高炎症水平，直接降低患者的总

体治疗效果，甚至与围术期各类并发症息息相关。
因此，在 ＣＰＢ 前把血液成分分离出来，不仅可以避

免 ＣＰＢ 对血小板的直接影响，而且在 ＣＰＢ 结束后回

输还可以及时补充新鲜的自体血小板［１３⁃１４］。
本研究显示，行 ａＰＲＰ 的患者术中出血量较少，

术后 ２４ｈ 胸腔引流量也少，同时异体红细胞和血小

板术中输注量较常规血液保护组亦相对减少。 这说

明 ａＰＲＰ 回输对深低温停循环主动脉弓部手术的患

者起到了很好的血液保护作用［１１］。 本研究进一步

分析发现，ａＰＲＰ 回输组平均 ＩＣＵ 停留时间明显少于

常规血液保护组，这一现象说明，采用 ａＰＲＰ 回输的

方法，可以改善深低温停循环主动脉弓部手术患者

的预后，减少并发症，降低住院时间，降低其医疗

费用。
血小板在 ＣＰＢ 运转期间产生大量的炎性介质，

如白细胞介素，血小板活化因子、五羟色胺、三磷酸

腺苷、多种酸性水解酶和血栓素 Ａ２ 等，这些因子可

以参与到多种病理生理过程中，造成微血管收缩及

血小板聚集，也是引发术后早期感染的重要原因之

一［５⁃６］。 在本研究中，ａＰＲＰ 回输组和常规血液保护

组离室前（Ｔ３）及术后 ２４ ｈ 血浆 ＩＬ⁃６、８ 及 ＴＮＦ⁃ａ 浓

度等指标均较麻醉诱导前呈逐渐下降趋势 （Ｐ ＞
０ ０５），其中于离室前至术后 ２４ｈ，ａＰＲＰ 回输组的血

浆 ＩＬ⁃８ 浓度较常规血液保护组显著降低。 这一结

果进一步表明，ａＰＲＰ 回输不仅可以减轻 ＣＰＢ 激活

的血小板数量，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多种炎性因子

数量，从而大大改善该类患者术后炎性反应。
综上所述，主动脉弓部手术患者，术前 ａＰＲＰ 不

仅能减少术后输血量，还能去除血浆中炎性介质，回
输后可以降低术后炎性反应，从而降低围术期并发

症，减少其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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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对不停跳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患者术中血糖水平的影响

兰 琼　 郑 清　 吕誉芳　 赵丽云　 景 赫

　 　 ［摘要］ 　 目的：观察输注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对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ＯＰＣＡＢＧ）患者术

中血糖水平的影响。 方法：选择期血糖正常的 ＯＰＣＡＢＧ 患者 ６０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Ａ 组）和对照组（Ｂ
组）。 在输液前抽取动脉血气，两组患者均以 ８ 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的速度持续输注晶体液直至冠状动脉血管

吻合前停止。 分别检测并记录输液前即刻（Ｔ０）、劈完胸骨即刻（Ｔ１）、行血管吻合前（Ｔ２）的血糖数据及

术前空腹时血糖、术前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１ｃ 数据。 结果：Ａ 组与 Ｂ 组空腹血糖、ＨｂＡ１ｃ 均数比较无差

异，超过 ５ ７％糖化血红蛋白的比例分别是 ５０ ０％ 与 ５６ ７％ ，两组结果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Ａ
组血糖随着输液量的增加逐步上升，幅度先低后高，Ｔ１、Ｔ２ 与基线 Ｔ０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Ｂ 组血

糖随着输液量的增加先略降低然后显著升高，Ｔ２ 与基线 Ｔ０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组间比较 Ｔ１
时点血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结论：在 ＯＰＣＡＢＧ 患者术中持续低速度（８ 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输注

１％葡萄糖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与不含糖溶液相比较，并没有显著增加血糖水平，而且可有效维持术

中血糖浓度于 ６ １１ ～ ８ ３３ｍｍｏｌ ／ Ｌ 的较理想水平。
［关键词］ 　 复方乳酸钠注射液；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术；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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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中输注晶体液常用于补充功能性细胞外液，
纠正代谢性酸中毒、调节水电解质平衡。 钠钾镁钙

葡萄糖注射液是含糖醋酸电解质的平衡液，从电解

质配比、渗透浓度、缓冲体系上来说，较传统的乳酸

钠林格液更适合作为术中细胞外液替代液。 钠钾镁

钙葡萄糖注射液含有 １％ 葡萄糖，以起到维持术中

血糖、抑制肝糖原降低、抑制脂肪蛋白异常代谢的作

用。 但由于术中应激性高血糖的存在，故术中输注

１％葡萄糖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的合理性受到质

疑。 本研究拟通过在空腹血糖正常的不停跳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术（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
ＯＰＣＡＢＧ） 患者术中输注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
以探讨其对血糖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选择 　 选取北京安贞医院择期行 ＯＰ⁃
ＣＡＢＧ 的患者 ６０ 例。 入选标准：年龄 ＜ ７０ 岁，体质

量指数（ＢＭＩ）１８ ５ ～ ２８ ０ ｋｇ ／ ｍ２；术前左心室射血

分数 ＬＶＥＦ ＞５０ ％ ；心功能Ⅱ ～ Ⅲ级（ＮＹＨＡ），ＡＳＡ
Ⅱ ～ Ⅲ 级， ２ 支以上血管病变； 术前空腹血糖

（ＦＢＧ）≤６ １ ｍｍｏｌ ／ Ｌ；术前血液电解质水平正常，血
红蛋白水平（Ｈｂ） ≥１１０ｇ ／ ｄＬ，红细胞压积 ＨＣＴ≥
３５％ 。 排除标准：使用降糖药 ／胰岛素控制血糖者；
合并内分泌代谢疾病（除糖代谢紊乱外）；肝、肾脏

疾病史；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史（如慢性阻塞型肺气

肿）；临床医师认为不适宜参加临床试验者。 随机

分为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组（Ａ 组 ３０ 例）和乳酸

钠林格液组（Ｂ 组 ３０ 例）。
２． 入选患者　 术前均禁食、禁水 ８ ｈ，术前使用

抗高血压药、硝酸脂类药物、β 受体阻滞药和钙通道

阻滞药者一直用到术晨。 术前 ３０ ｍｉｎ 肌内注射吗

啡 ０ １５ ～ ０ ２ ｍｇ ／ ｋｇ、东莨菪碱 ０ ３ ｍｇ。 术前当日

抽取外周静脉血，送检化验糖化血红蛋白。 入手术

室后常规面罩吸氧，监测 ５ 导联心电图及脉搏血氧

饱和度，建立外周静脉通路，局部浸润麻醉下行桡动

脉穿刺，连接 ＢＩＳ 监测 仪。 静脉注射依托咪脂（０
１ ～ ０ ３ ｍｇ ／ ｋｇ），咪达唑仑（０ ０５ ～ ０ １ｍｇ ／ ｋｇ），罗

库溴铵 １ ｍｇ ／ ｋｇ，舒芬太尼 １ ～ ２ μｇ ／ ｋｇ 进行麻醉诱

导，肌松后经口行气管内插管。 定容模式机械通气，
ＶＴ ７ ｍＬ ／ ｋｇ，呼吸通气频率 ８ ～ １４ 次 ／ ｍｉｎ，维持

ＰａＣ０２ 在 ３５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左右。 穿刺

右颈内静脉置入 ３ 腔中心静脉导管。 术中持续泵注

丙泊酚维持麻醉稳定，间断使用舒芬太尼、维库溴

铵，术中硝酸甘油输注速度为 ０ ５ ～ １ μｇ·ｋｇ － １·ｈ － １。
３． 术中患者液体维持 　 建立两条外周静脉通

路，一条用于输注胶体液羟乙基淀粉 １３０ ／ ０ ４ 氯化

钠注射液 （万汶，德国费森尤斯卡比公司，批号：
１４ＦＤ７３１５），一条用于输注计划输注的晶体液，Ａ 组

输注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乐加，江苏恒瑞医药

有限公司，批号：１２１０２０４７），Ｂ 组输注乳酸林格注射

液（上海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批号：Ｓ１２０５１１７）。
穿刺桡动脉抽取输液前血气后，用微量输液泵控制

输液量，两组均以 ８ 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 的速度输注计划

输注的晶体液直至开始血管吻合搬动心脏前。 在此

期间，根据血流动力学调节胶体液输注速度、血管活

性药用量，平均动脉压（ＭＡＰ）维持在 ７０ ～ ９０ ｍｍ⁃
Ｈｇ，ＨＲ ６０ ～ ９０ 次 ／ ｍｉｎ，尿量≥０ ５ 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
ＢＩＳ 值维持在 ４０ ～ ６０。 术中晶体液按计划输注相应

试验量电解质注射液，胶体液选择万汶，输血无特殊

要求。 电解质、血糖水平超出不可接受范围外，则予

相应药物处理，该病例视为脱落。
４． 记录输注　 试验用晶体液前即刻（Ｔ０）、劈完

胸骨即刻（Ｔ１）、行血管吻合前（Ｔ２）的血糖；记录输

注晶体液期间的尿量与出血量、输注晶体液时间。
记录手术当日糖化血红蛋白值（ＨｂＡＣ１）。

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软件包进行

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量资

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采用

卡方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Ａ 组与 Ｂ 组术前一般情况、糖代谢情况及术

中输液指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两组具有可比性，见表 １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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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ｘ ± ｓ）

组别
性别

（男 ／ 女）
ＡＳＡ 分级

（Ⅱ ／ Ⅲ）
年龄 ／ 岁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术前 ＥＦ ／ ％

ＦＢＧ ／
（ｍｍｏｌ ／ Ｌ）

术前 ＨｂＡｃ１ ／ ％ ＨｂＡｃ１ ＞ ５ ７％

Ａ（ｎ ＝ ３０） ２０ ／ １０ ８ ／ ２２ ５７ １３ ± ６ ５１ ２４ ８３ ± ２ ０８ ６３ ７３ ± ５ ２２ ５ ２０ ± ０ ３５ ５ ６９ ± ０ ３７ １５ ／ １５
Ｂ（ｎ ＝ ３０） ２２ ／ ８ ７ ／ ２３ ５７ ２０ ± ６ ８３ ２５ １７ ± ２ ０４ ６３ ６７ ± ５ ７６ ５ １０ ± ０ ３５ ５ ７０ ± ０ ４６ １７ ／ １３

表 ２　 两组患者输液指标比较（ｘ ± ｓ）
组别 输试验液时间 ／ ｍｉｎ 输胶体液量 ／ ｍＬ 失血量 ／ ｍＬ 平均尿量 ／ （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
Ａ 组 Ｔ０⁃ Ｔ１ ４８ ５４ ± ８ ４４ １５２ ７３ ± ６９ ８７ ２６ ３６ ± ２１ ６９ ３ ２６ ± １ ６３

Ｔ１⁃ Ｔ２ ４８ ９９ ± ９ ６７ ８４ ５５ ± ８０ ２６ １２０ ９１ ± ６９ ３５ ３ ６０ ± ３ ０２
Ｔ０⁃ Ｔ２ ９７ ５３ ± ４ ７１ ２３７ ２７ ± １１０ ３０ １４７ ２７ ± ７２ ５７ ３ ４３ ± ２ ４１

Ｂ 组 Ｔ０⁃ Ｔ１ ４８ ３８ ± ８ ６９ １７８ ００ ± １２９ ３６ ２１ ５０ ± １６ ６８ ３ ４２ ± ２ ３９
Ｔ１⁃ Ｔ２ ４７ ３７ ± ８ １１ ８６ ００ ± ５６ ５６ １２０ ００ ± ５８ １２ ３ ９３ ± ３ ９１
Ｔ０⁃ Ｔ２ ９５ ７５ ± ７ １１ ２６４ ００ ± １３８ ７２ １４１ ５０ ± ６５ １５ ３ ６８ ± ３ ２２

　 　 ２． Ａ 组血糖随着输注试验液体量的增加而逐步

上升，幅度先低后高，各时点与基线 Ｔ０ 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Ｂ 组血糖呈现先略降低后显著升高，
Ｔ２ 与基线 Ｔ０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Ｔ１ 与基

线 Ｔ０ 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两组组间比较 Ｔ１ 时点

血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其余时刻点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时间点血糖比较（ｘ ± ｓ）

组别
输晶体液前

即刻（Ｔ０）
劈完胸骨

即刻（Ｔ１）
取完乳内动脉

即刻（Ｔ２）
Ａ 组 （ｍｍｏｌ ／ Ｌ） ５ ７７ ± ０ ４４ ６ １３ ± ０ ８５ａ ｄ ６ ９０ ± １ ８９ｂ

Ｂ 组 （ｍｍｏｌ ／ Ｌ） ５ ８２ ± ０ ６５ ５ ５４ ± ０ ５１ｄ ６ ４３ ± ０ ７４ｂ

　 　 注：与 Ｔ０ 比较，ａＰ ＜ ０ ０５，ｂＰ ＜ ０ ０１；与 Ｂ 组比较；ｄＰ ＜ ０ ０１

讨　 论

心血管疾病是由高血糖引发的并发症。 越来越

多的研究表明，高血糖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 ２ 型糖尿病是引发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已获专

家共识［１］。 “中国心脏调查” ［２］ 及 “欧洲心脏调

查” ［３］均提示，未确诊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普遍存

在糖代谢异常现象，包括糖尿病和糖调节功能受损，
这些患者绝大多数空腹时血糖正常，如果不进行口

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检查，将有高达 ２ ／ ３ 的

糖代谢异常的患者会被漏诊。 “中国心脏调查”结

果显示，空腹血糖正常的冠心病患者绝大多数合并

糖代谢异常（高达 ６０ ２ ％ ） ［２］。 ＯＧＴＴ 是目前诊断

糖代谢异常的金标准，但是由于其临床技术操作复

杂，患者依从性差，且受空腹时间的长短、压力状态

等因素影响，故本硏究采用糖化血红蛋白 Ａ１ｃ（ｇｌｙ⁃
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Ａ１ｃ，ＧＨｂＡ１ｃ）去衡量患者的血

糖状况是否具有可比性。 ＧＨｂＡ１ｃ 反映了过去 ８ ～
１２ 周前的平均血糖水平，长期以来是评估葡萄糖稳

态的金标准［４］。 作为糖尿病诊断指标， ＧＨｂＡ１ｃ 较

血糖有可标准化、生物学变异小、采样方便、分析前

更稳定、受血糖水平急性变化干扰小等优势［５］。
２０１０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ＡＤＡ）特别推荐将 ＨｂＡ１ｃ 检测列入 ２ 型糖尿病

和糖尿病前期的诊断。 新指南认为，如果检查时发

现 ＨｂＡ１ｃ 水平高于 ６ ５％就可初步判断为 ２ 型糖尿

病，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在 ５ ７％ ～ ６ ４％ 之间可诊断

为糖尿病前期。 但是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之间的

ＨｂＡ１ｃ 会有轻微差异。 关于中国 ＨｂＡ１ｃ 诊断糖尿

病切点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最终确立仍需进一步临

床研究；ＨｂＡ１ｃ 筛查糖尿病前期的准确度欠佳，尚
无一个阈值可同时保证较高的敏感度与特异性，目
前国内的研究最佳切点多数为 ５ ７％ ［６⁃１２］，不同地域

间可能存在轻微差异。 本研究显示 Ａ 组与 Ｂ 组空

腹血糖、ＧＨｂＡ１ｃ 均数比较无差异，超过 ５ ７％ 糖化

血红蛋白的比例分别是 ５０％ 与 ５６ ６７％ ，两组相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与文献报道的 ＦＢＧ
正常的冠心病患者绝大多数合并糖代谢异常（高达

６０ ２ ％ ）相符合［２］。
目前大量研究资料显示，术中输注 １％ 葡萄糖

溶液有抑制脂肪、蛋白质异常代谢，抑制糖异生的作

用［１３⁃１４］。 但由于术中应激性高血糖的存在，目前国

内外学者均对于成人术中输糖持否定态度，有学者

认为术中容量维持液不应该包含葡萄糖液。 有研究

显示， 术中严重高血糖（ ＞ １１ １ｍｍｏｌ ／ Ｌ）和不良预

后密切相关［１５］， 其可加重脏器损伤、诱发炎症反应

并影响患者术后恢复质量［１６］，但也有学者认为危重

症患者的血糖控制在 ６ １１ ～ １０ｍｍｏｌ ／ Ｌ 可以降低患

者的病死率［１７］。
含糖溶液主要是通过单位时间内葡萄糖的给予

量来影响患者血糖水平，其与输注液含糖浓度、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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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快慢相关。 在本研究中，两组血糖变化分析其

原因，考虑 Ｔ０ 时点至 Ｔ１ 时点输液成分因素占主导

地位，Ｔ１ 时点至 Ｔ２ 时点期间应激性高血糖占主导

地位。 整个输液期间（历时约 １００ ｍｉｎ），两组患者

血糖均未超过 ８ ３３ ｍｍｏｌ ／ Ｌ，两组的血糖水平最高

值出现在输液结束即刻，分别为 ６ ９０ ｍｍｏｌ ／ Ｌ 与

６ ４３ ｍｍｏｌ ／ Ｌ，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我们认为

与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所含糖浓度较低（１％ ）、
输注速度不快（８ 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有关。 即在一定的

输注范围内，在易合并糖代谢紊乱的 ＯＰＣＡＢＧ 患者

术中输注 １％ 葡萄糖的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并
不会导致术中高血糖（血糖水平 ＜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不

仅如此，本研究显示，在一定的输注范围内，术中输

注 １％葡萄糖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能有效维持

术中血糖浓度在 ６ １１ ｍｍｏｌ ／ Ｌ 以上。 在本研究中输

液成分因素主导造成 Ａ、Ｂ 两组血糖水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的 Ｔ１ 时点，两组的血糖水平分

别为 ６ １３ ｍｍｏｌ ／ Ｌ 与 ５ ５４ ｍｍｏｌ ／ Ｌ。 这一结果与

Ｋａｚｕｍａｓａ 等［１３］研究结果一致。
通过本次试验表明，在易合并糖代谢紊乱的

ＯＰＣＡＢＧ 术患者，在手术初始阶段持续低速度（８
ｍＬ·ｋｇ － １·ｈ － １）输注含有 １％葡萄糖钠钾镁钙葡萄糖

注射液，与不含糖溶液相比，并没有显著增加血糖水

平，而且可有效维持术中血糖浓度于 ６ １１ ｍｍｏｌ ／ Ｌ
～ ８ ３３ ｍｍｏｌ ／ Ｌ 的较理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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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卢家凯，卿恩明． 心脏手术中高血糖的不良影响与控制方法．
心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９，２８：４３１⁃４３３．

［１７］ 　 Ｆｉｎｆｅｒ Ｓ， Ｃｈｉｔｔｏｃｋ ＤＲ， Ｓｕ ＳＹ，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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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０３⁃１３ 收稿）

更　 　 正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暗 ４ 页，执行主编周其文教授应改为：吴学思教授。 特更正，并致歉。

《心肺血管病杂志》编辑部

６５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５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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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项目（编号 ０９２３１０８０５４⁃５）
作者单位：０５６００２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影像二科（吕英刚 齐敬丽 张建锋 田长清 暴军辉）；邯郸市第一医院 老年

一科（闫巧焕）；邯郸市第三医院（王彦岭 刘娜）大名县妇幼保健院　 影像科（王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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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多层螺旋 ＣＴ 灌注成像参数在肺内磨玻璃样
结节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暴军辉　 闫巧焕　 王延岭　 刘 娜　 齐敬丽　 张建锋　 田长清　 王俊英　 吕英刚

　 　 ［摘要］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 ＣＴ 灌注成像参数在肺内磨玻璃样结节（ＧＧＮ）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在我院经过手术或者穿刺活检证实的 ＧＧＮ 患者 １２８ 例，采用多层螺旋

ＣＴ 灌注成像参数对 ＧＧＮ 良、恶性病变进行诊断，比较 ＣＴ 灌注参数血容量（ＢＶ）、渗透性表面积容积

（ＰＳ）对于鉴别肺内良、恶性结节的诊断价值，通过绘制 ＲＯＣ 曲线比较 ＢＶ、ＰＳ 对 ＧＮＮ 的诊断效能。 结

果：恶性病变 ＢＶ、ＰＳ 均高于良性病变（ ｔ 值分别为 ９ ６３，２６ ２７，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２２，００００）；绘制 ＲＯＣ 曲线

分析发现，ＢＶ 的诊断临界值在 ７ ６５ ｍＬ ／ １００ｇ，以此为阈值时发现，其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

预测值以及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９２ ４１％ 、７６ ３７％ 、８５ ２５％ 、７２ ３６％ 及 ８６ ９１％ ；ＰＳ 的诊断临界值在

１７ ９０ ｍＬ· ｍｉｎ － １·１００ｇ － １，以此为阈值时发现，其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诊断准

确率分别为 ９３ １５％ 、８２ ５６％ 、８９ ８１％ 、８２ ５５％及 ９１ １９％ ；ＢＶ 与 ＰＳ 两者联合时，灵敏度、特异性、阳性

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９５ ３４％ 、８６ ７４％ 、９３ ２２％ 、８６ ７６％及 ９３ ８２％ 。 结论：多层

螺旋 ＣＴ 灌注成像技术在 ＧＧＮ 良、恶性病变中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多层螺旋 ＣＴ 灌注成像；肺内磨玻璃样结节；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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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Ｓ，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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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９５ ３４％ ， ８６ ７４％ ， ９３ ２２％ ， ８６ ７６％ ａｎｄ ９３ ８２％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Ｔ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ｍａ⁃
ｇｉｎｇ ｈａｄ ｓｏｍ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ＧＧＮ ｂｅｎ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Ｔ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ｇｒｏｕｎｄ⁃ｇｌａｓｓ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肺部疾病尤其是肺癌是全球内死亡率位居第一

的疾病，其早期筛查工作在不断推广。 因此，肺内磨

玻璃样结节（ｇｒｏｕｎｄ⁃ｇｌａｓｓ ｎｏｄｕｌｅ，ＧＧＮ）在早期肺癌

的检出率中也明显升高，而 ＧＧＮ 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为早期肺癌［１］，所以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改善预后

以及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均具有明显优势［２］。 现代

研究发现，多层螺旋 ＣＴ 结合多种重建后处理技术

更加有利于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降低假阴性率

和假阳性率［３］。 目前，多层螺旋 ＣＴ 灌注成像技术

在诊断 ＧＧＮ 的临床研究报道较少，有研究显示［４］，
ＣＴ 灌注各项参数中血容量（ＢＶ）、渗透性表面积容

积（ＰＳ）对于鉴别肺内良、恶性结节有重要意义。 ＣＴ
灌注对于 ＧＧＮ 的诊断价值值得研究。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在我院经过手术或者穿刺活检证实的 ＧＧＮ 患者

１２８ 例，其中男性患者 ７６ 例，女性患者 ５２ 例，年龄

２８ ～ ６９ 岁，平均（５６ ８ ±７ ９）岁。 ＧＧＮ 患者病灶直

径在 ０ ３１ ～ ２ ６８ｃｍ，平均直径为（１ ２３ ± ０ ３４） ｃｍ，
病灶距胸膜下 ０ ３４ ～ ４ ５１ｃｍ，平均距离 （２ ０９ ±
０ ５８）ｃｍ。 患者中恶性病变 ９１ 例：腺癌 ３５ 例，肺细

支气管肺泡癌 ３０ 例，不典型的瘤样增生 ２６ 例；良性

病变 ３７ 例：慢性肺炎患者 １８ 例，结节性肺纤维化患

者 １４ 例，炎性假瘤患者 ３ 例，肺硬化血管瘤 ２ 例。
２． 扫描方法 　 采用 ＧＥ 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 ６４ 排螺旋

ＣＴ 扫描机（美国通用气电公司）进行扫描，患者 ＣＴ
扫描前需要接受训练，训练被检查者的呼吸，保证患

者呼吸均匀，每次均在呼气末训练憋气，憋气持续时

间 ３５ 秒，其目的使扫描后处理时感兴趣区（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ＯＩ）尽量保持在同一层面。 训练结束后，
进行多层螺旋 ＣＴ 扫描。 患者均取仰卧位，双臂上

举，先平扫，全肺行常规扫描，扫描参数为 １２０ｋＶ ／
１００ｍＡ，探测器为 １６ｍｍ ×０ ６２５ｍｍ，层厚度为 ５ｍｍ，
重建间隔为 ５ｍｍ，平扫接受后发现肺结节位置并确

定灌注扫描的中心层面后，再行灌注扫描，从而确定

最佳灌注扫描层面，通过高压注射器注射对比剂碘

佛醇 ８０ｍＬ （浓度为 ３２０ｍｇＩ ／ ｍＬ， 注射的速度为

３ ０ｍＬ ／ ｓ），灌注扫描结束后将所得数据传入到 ＧＥ
ＡＷ４ ２ 工作软件中进行图像后处理，灌注扫描结束

后行常规增强扫描（动脉期 ２０ ～ ２５ｓ，门脉期 ６５ ～
７０ｓ，延迟期 １８０ｓ），扫描范围以及扫描参数同常规

扫描，对比剂用量采用 ５０ｍＬ，流速为 ３ ５ｍＬ ／ ｓ。 采

用智能跟踪方法，扫描区置于患者的升主动脉起始

部，调节的阈值在 １２０ＨＵ，当达到阈值后立即手动

触发，经患者肘静脉注射对比剂 ７０ｍＬ，注射速度为

３ ５ｍＬ ／ ｓ。 扫描参数为：电压在 １２０ｋＶ，管内电流在

１８０ｍＡｓ，扫描层厚度在 ０ ６２５ｍｍ，螺距为 １ ７３５，准
直 １ ２ｍｍ，矩阵在 ５１２ × ５１２。

３． 数据后处理 　 扫描结束后所得数据传输到

ＡＤＷ４ ４ 工作站进行后处理，通过灌注软件获取 ＣＴ
灌注图像，其中以同层胸主动脉为参考血管，以
６０％ ～ ８０％ 的最大实性软组织层面作为感兴趣区

（ＲＯＩ），控制在 ２⁃６Ｐｉｘ，从而绘制时间⁃密度曲线

（ｔｉ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ＴＤＣ），获得灌注相关参数值：血
流量 （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ＢＦ）、 ＢＶ、平均通过时间 （ ｍ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ｉｍｅ，ＭＴＴ）以及 ＰＳ。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

数据之间采用配对样本的 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

率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通过绘制 ＣＴ 灌注

参数的 ＲＯＣ 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计算不同

参数单独或者联合时的敏感度、特异度、诊断准确率

以及 Ｙｏｕｄｅｎ 指数，比较分析最佳临床诊断值。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良恶性病变灌注参数值比较 　 研究结果显

示，１２８ 例 ＧＧＮ 病理结果显示，恶性病变患者中 ｐＧ⁃
ＧＮ ３２ 例（２５ ０％ ），ｍＧＧＮ ５９ 例（４６ １％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良性病变中 ｐＧＧＮ １５ 例

（１１ ７％ ），ｍＧＧＮ ２２ 例（１７ ２％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表 １）；恶性病变 ＢＶ、ＰＳ 均高于良性病

变（ ｔ 值分别为 ９ ６３，２６ ２７， 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２２，
００００，表 １，图 １）。

２． ＢＶ、ＰＳ 在 ＧＧＮ 良恶性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采用 ＢＶ、ＰＳ 对 ＧＧＮ 良、恶性病变做 ＲＯＣ 曲线分

析。 结果显示，ＢＶ 的诊断临界值在 ７ ６５ ｍＬ ／ １００ｇ，
以此为阈值时发现，其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以及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９２ 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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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多层螺旋 ＣＴ 成像技术扫描图

Ａ１ ～ Ｆ１， Ａ３：患者男性，５２ 岁，为结节性肺纤维化。 Ａ１：多层螺旋 ＣＴ 成像；Ｂ１：ＢＦ 图；Ｃ１：ＢＶ 图像；Ｄ１：ＭＴＴ 图像；Ｅ１：ＰＳ 图像；Ｆ１：ＴＤＣ
曲线图；Ａ３：ＨＥ 染色，病灶组织染色较浅，肺腔管壁较为完整

Ａ２ ～ Ｆ２，Ａ３，Ｃ３：患者男性，５５ 岁，为腺癌。 Ａ２：多层螺旋 ＣＴ 成像；Ｂ２：ＢＦ 图；Ｃ２：ＢＶ 图像；Ｄ２：ＭＴＴ 图像；Ｅ２：ＰＳ 图像；Ｆ２：ＴＤＣ 曲线图；
Ａ３：ＣＴ 增强扫描；Ｂ３：ＨＥ 染色，病灶组织染色加深，肺腔管壁不完整

表 ２　 良恶性病变螺旋 ＣＴ 灌注参数值比较（ｘ ± ｓ）
组别 例数 ＢＦ ／ （ｍＬ· ｍｉｎ － １·１００ｇ － １） ＢＶ ／ （ｍＬ ／ １００ｇ） ＭＴＴ ／ ｓ ＰＳ ／ （ｍＬ· ｍｉｎ － １·１００ｇ － １）

良性病变 ９１ ９４ １２ ± ２３ ３４ １ ５１ ± ０ ６３ ８ ０９ ± ２ ０９ １ １２ ± ０ ４３
恶性病变 ３７ １０４ ４５ ± ３６ ５８ ８ ６７ ± １ １３ ８ １７ ± １ ８３ ２１ ２２ ± ３ ５６

ｔ 值 ２ １２ ９ ６３ ０ ３１ ２６ ２７
Ｐ 值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０

图 ２　 ＢＶ、ＰＳ 单独或者联合时的 ＲＯＣ 曲线

７６ ３７％ 、８５ ２５％ 、７２ ３６％及 ８６ ９１％ ；ＰＳ 的诊断临

界值在 １７ ９０ ｍＬ· ｍｉｎ － １·１００ｇ － １，以此为阈值时

发现，其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

及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９３ １５％、８２ ５６％、８９ ８１％、
８２ ５５％及 ９１ １９％；ＢＶ 与 ＰＳ 两者联合时，灵敏度、特
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诊断准确率分别

为 ９５ ３４，８６ ７４，９３ ２２，８６ ７６ 及 ９３ ８２（图 ２，表 ２）。

表 １　 １２８ 例 ＧＧＮ 病理诊断与磨玻璃样 ＣＴ 结节关系

项目

单纯性磨

玻璃样结节

（ｐＧＧＮ）

混合磨玻

璃样结节

（ｍＧＧＮ）
χ２ 值 Ｐ 值

恶性病变（ｎ ＝ ９１）
　 不典型瘤样增生 ２１ ５ ７ ６２ ０ ０２２
　 腺癌 ６ ２９
　 肺细支气管肺泡癌 ５ ２５
良性病变（ｎ ＝ ３７）
　 慢性肺炎 ９ ９ １ ９７ ０ １７２
　 结节性肺纤维化 ４ １０
　 炎性假瘤 １ ２
　 肺硬化血管瘤 １ １

讨　 论

肺内磨玻璃样密度影（ＧＧＯ）为高分辨力 ＣＴ 图

像下表现为肺部较淡薄的密度增高影，此外 ＣＴ 扫

描下可见支气管和血管。 ＧＧＯ 的产生主要是肺泡

腔内含气量减少，肺部肺泡内上皮细胞不均匀增生，
引起肺泡内充盈液体，肺泡间隔增厚、增加肺支气管

内部充填［５］。 有报道指出［６］，ＧＧＯ 按照范围和数量

可以分为弥散性和局限性磨玻璃影，其中局限性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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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ＢＶ 及 ＰＳ 单独或者联合时在 ＧＧＮ 良、恶性病变中的诊断效能

检测

指标

敏感性 ／
％

特异性 ／
％

阳性预测

值 ／ ％
阴性预测

值 ／ ％
诊断准确

率 ／ ％
Ｙｏｕｄｅｎ
指数

ＡＵＣ 统计量

ＡＵＣ Ｐ 值 ９５％ＣＩ
诊断

临界值

ＢＶ ９２ ４１ ７６ ３７ ８５ ２５ ７２ ３６ ８６ ９１ ０ ６１３ ０ ７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６２１ ～ ０ ７３３ ７ ６５
ＰＳ ９３ １５ ８２ ５６ ８９ ８１ ８２ ５５ ９１ １９ ０ ６５３ ０ ８１２ ０ ０００ ０ ８０１ ～ ０ ９３４ １７ ９０
ＢＶ ＋ ＰＳ ９５ ３４ ８６ ７４ ９３ ２２ ８６ ７６ ９３ ８２ ０ ７１８ ０ ９３１ ０ ０００ ０ ７５４ ～ ０ ８９０

玻璃影也被称之为 ＧＧＮ，其直径在 ３ｃｍ 以下，本研

究所有受试对象均为 ＧＧＮ 患者。 ＧＧＮ 根据密度是

否均匀分为纯磨玻璃样结节（ｐＧＧＮ）和混合磨玻璃

样结节（ｍＧＧＮ） ［７］。 有报道指出［８］，ｍＧＧＮ 患者有

超过 ５０％以上恶性病变的可能性居多。 本研究显

示，在恶性病变中 ｐＧＧＮ 与 ｍＧＧＮ 患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而良性病变中两者并无统计学差异，说明在

恶性病变中 ｍＧＧＮ 居多，这也印证了部分文献的

报道［８］。
ＣＴ 灌注成像主要是利用静脉注射的造影剂达

到 ＣＴ 增强的原理，通过对观察的区域进行连续的

动态密度扫描，从而能够更为清楚的了解微血管的

分布以及血流灌注情况，从而提供较为准确的医学

诊断信息［９］。 目前国内外，多采用多层螺旋 ＣＴ、薄
层螺旋 ＣＴ 技术定性分析早期 ＧＧＮ 患者良恶性病

变形态、内部结构等，但是简单的定性诊断尚不足以

却别 ｍＧＧＮ 和 ｐＧＧＮ，从而对于进一步确定良恶性

病变增加难度，多层螺旋 ＣＴ 灌注成像技术，通过观

察病变组织周围灌注参数值得变化，从而能够提高

临床诊断的准确性［１０⁃１１］。 通过本研究显示，ＧＧＮ 恶

性病变 ＢＶ、ＰＳ 均高于良性病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肺内恶性病变多数由支气管动脉

提供血流，同时恶性病变反过来导致支气管动脉扩

张、弯曲，引起支气管动脉数量增加，同时恶性病变

微血管数量增加，而其通透性也明显增高，这也是多

层螺旋 ＣＴ 成像 ＢＶ、ＰＳ 均高于良性病变的主要原

因。 需要提出的是，目前多层螺旋 ＣＴ 在 ＧＧＮ 中诊

断效果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说明多层螺旋 ＣＴ
对于 ＧＧＮ 的良、恶性病变中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价

值。 进一步以 ＢＶ、ＰＳ 作 ＲＯＣ 曲线，诊断二者对

ＧＧＮ 的诊断效能，ＢＶ 为特定区域内各种不同血管

（包括毛细血管和大血管）血液容积总量，其主要反

映组织的血液灌流量，主要受到毛细血管数量和血

管大小的影响，ＰＳ 主要反映的是恶性病变微血管内

皮细胞完整性、细胞间隙以及细胞壁的通透性等特

征。 研究已经证实恶性病变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分化

不成熟，且血管分布密集。 通过结果显示 ＢＶ、ＰＳ 对

于 ＧＧＮ 的良、恶性病变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其

ＡＵＣ 分别为 ０ ７１３，０ ８１２，且 Ｐ ＜ ０ ０５，说明 ＢＶ、ＰＳ
具有较好的鉴别良、恶性病变的效果。 ＣＴ 灌注常用

的研究公式为 Ｑ（ｔ） ＝ Ｆｃａ（ｔ）ａＲ（ ｔ），其中 Ｑ（ｔ）是指

器官组织血流灌注是的时间密度曲线，主要反映局

部组织血管内对比剂的量的时间密度曲线，ａ 为卷

积算子，Ｒ（ ｔ）为推动剩余函数，其主要反映注射对

比剂后器官组织中残留的对比剂在随时间变化的浓

度值，通过 Ｑ（ｔ）、Ｃａ（ ｔ）可以计算出 ＢＦ 和 ＭＴＴ［１２］。
有报道［１３］指出在非孤立性结节中炎性结节 ＢＦ 值不

稳定，导致良恶性结节之间 ＢＦ 值无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并未区别分炎性结节，而在 ＧＧＮ 中存在炎性

结节，因此其可能是导致本研究良恶性结节 ＢＦ 无

统计学差异的可能原因，ＭＴＴ 主要反映的是脉管系

统的时间，在恶性结节中毛细管不成熟，而炎性结节

中毛细管增粗，内膜较为完整，在本研究中 ＭＴＴ 在

良恶性病变中无统计学差异，原因可能在于恶性病

变中存在不典型增生以及炎性结节，导致恶性病变

中 ＭＴＴ 只是略高于良性结节。 由于本研究发现

ＢＦ、ＭＴＴ 在良、恶性病变中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

未做 ＲＯＣ 曲线分析，需要提出的是 ＢＶ 与 ＰＳ 联合

具有明显提高诊断效能的作用，其 ＡＵＣ 在 ０ ９３１
（９５％ＣＩ：０ ７５４ ～ ０ ８９０，Ｐ ＜ ０ ０５），因此其进一步

说明螺旋 ＣＴ 成像技术在 ＧＧＮ 中具有一定的诊断

价值，值得临床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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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超声心动图及导管法左心室造影评估室壁
运动的对比研究

赵伟涛　 徐增政　 贾桂贞　 张 姝

　 　 ［摘要］ 　 目的：评价超声心动图与导管法左心室造影相比，检测左心室室壁运动的准确性。 方法：
１１６ 例临床诊断冠心病的患者同时行超声心动图与导管法左心室造影检查，分别测定左心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并检测左心室节段性室壁运动障碍。 结果：超声心动图所测定的 ＬＶＥＦ 值与左心室造影测定值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６９４）；两种方法测定的 ＬＶＥＦ 值相关性良好（ ｒ ＝ ０ ６９９，Ｐ ＜ ０ ０００１ ）。
超声心动图检测左心室节段运动异常的总体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６４ ８％与 ９１ １％ ，前壁运动异常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６０％与 ９３ ５％ ，心尖运动异常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４８ ６％与 ９４ ９％ ，下壁

及后基底段运动异常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４４ ７％与 ８１ ２％ 。 结论：两种方法测定的 ＬＶＥＦ 值具有

较高的相关性。 超声心动图检测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有较高的特异性，但敏感性稍有不足，尤其是在心

尖、下壁及后基底段运动异常的评估上。
［关键词］ 　 超声心动图；导管法左心室造影；室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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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发展，我们不局限于了

解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对左心室室壁运动也

有更大的需求，它有助于提示我们各支冠状动脉血

管在冠心病发病过程中所占的地位，从而指导我们

对罪犯血管进行干预来获得理想的临床效果。
目前评价左心室功能的方法常用有超声心动图

及导管法左心室造影（ＬＶＧ）。 ＬＶＧ 所获得的图像

清晰，测定 ＬＶＥＦ 较准确，观察左心室收缩舒张更为

清晰，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多作为评估的标准方

法。 但它属于有创检查，且价格昂贵，又有辐射危险

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超声检查的简便、价廉、易于多

次重复，临床应用越来越普及。 超声心动图检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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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室功能的准确性评价研究报道较多，但对进一步

评估各节段室壁运动情况尚未见报道，本文旨在探

讨 ＵＣＧ 检测各节段室壁运动异常的准确性。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同时

接受超声心动图及导管法 ＬＶＧ 检查的心内科住院

患者 １１６ 例，均为临床确诊为冠心病患者。 其中男

性 ８８ 例，女性 ２８ 例；年龄 ２９ ～ ８１ 岁，平均 ５６ ４ 岁。
两种检查间隔时间范围为 ２ ～ ７ｄ。

２． 检 查 方 法 　 超 声 心 动 图 应 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Ｓｏ⁃
ｎｏｓ５５００ 型彩色超声仪，采用左心室长轴及短轴切

面观察左心室室壁运动，评估前壁、心尖、下后壁

及室间隔运动情况，并计算 ＬＶＥＦ 值。 导管法 ＬＶＧ
对所有患者均采用股动脉或桡动脉置管，将猪尾

导管通过主动脉瓣口送入左心室，０． ９％ 氯化钠液

冲管后，取右前斜 ３０°，以 １０ ～ １５ｍＬ ／ ｓ 的速度高压

注射造影剂 ２０ ～ ３０ｍＬ 作左心室造影，通过 ＱＡｎｇｉｏ
ＸＡ７ ２ 软件检测左心室运动障碍节段并测定

ＬＶＥＦ。 造影剂采用碘普罗胺注射液。 分析两种方

法测定结果的相关性与一致性，并以导管法 ＬＶＧ
术结果为对照标准，以舒张期左心室周长为 １００，
分为前壁（０ ～ ４０）、心尖（４０ ～ ６０）、下壁及后基底

段（６０ ～ １００），计算超声心动图评价左心室功能的

敏感性、特异性及各段室壁运动情况的敏感性、特
异性。

表 ２　 超声心动图对总体及分段室壁运动异常的评估

项目 例数 真阳性 ／ 例 假阳性 ／ 例 真阴性 ／ 例 假阴性 ／ 例 敏感性 ／ ％ 特异性 ／ ％
总体评估 １１６ ４６ ４ ４１ ２５ ６４ ８ ９１ １
前壁 １１６ １５ ４ ８７ １０ ６０． ０ ９３ ５
心尖 １１６ １８ ４ ７５ １９ ４８ ６ ９４ ９
下壁及后基底段 １１６ ２１ １３ ５６ ２６ ４４ ７ ８１ ２

（下转第 ４７７ 页）

３．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软件。 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样本比较采用配

对 ｔ 检验，对两组样本进行相关分析，并统计总体节

段性室壁运动异常及各室壁运动异常的敏感性及特

异性。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对超声心动图与 ＬＶＧ 测定 ＬＶＥＦ 结果的分

析　 ＵＣＧ 所测定的 ＬＶＥＦ 值均值为 ０ ５９３ ± ０ １１３，
而 ＬＶＧ 测定值为 Ｏ． ５８９ ± ０ １４２，两者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６９４，表 １）；对两种方法测定的

ＬＶＥＦ 值进行相关分析，提示相关性良好（ ｒ ＝ ０ ６９９，
Ｐ ＜ ０ ０００１，图 １）。

表 １　 超声心动图与导管法检测结果

测量方法 例数 ＬＶＥＦ
左心室造影 １１６ ０． ５８９ ± ０ １４２
超声心动图 １１６ ０ ５９３ ± ０ １１３

注：两组比较，ｔ ＝ ０ ３９４，Ｐ ＝ ０ ６９４

图 １　 两组数据相关性比较

　 　 ２． 超声心动图评价左心室功能的准确性分析　
超声心动图与 ＬＶＧ 行左心室功能检测时检测出左

心室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的情况（表 ２）。 ＵＣＧ 检

测左心室节段运动异常的总体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

达 ６４ ８％与 ９１ １％ ，前壁运动异常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达 ６０％与 ９３ ５％ ，心尖运动异常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分别达 ４８ ６％与 ９４ ９％ ，下壁及后基底段运

动异常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达 ４４ ７％与 ８１ ２％ 。

讨　 论

超声评估 ＬＶＥＦ 的研究其良好性早已得到证

实［１］ ，我们的研究也再次证实这一点。 当前研究

更注重观察室壁运动情况， 有研究显示，冠心病患

者出现冠状动脉狭窄后往往会导致局部心肌的血

流量减少，进而造成心肌细胞的收缩与舒张功能

受限或受损，逐步引发运动异常，出现相应的节段

的室壁运动异常，因此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是评

估冠心病的重要依据，是心肌缺血特征的重要表

现［２］ 。 当前，随着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推广，经常

遇到多支病变患者，有时仅依据冠状动脉狭窄程

度难以判断罪犯血管，而室壁运动异常有助于为

我们提供方向。
目前，有研究表明采取心电图与超声心动图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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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护理·

探讨起搏器置入术后提前指导患侧肢体
护理方案的临床效果评价

邢雪春　 万宝艳　 张晓梅　 赵丽凤　 谭秀利　 桑小红

　 　 ［摘要］ 　 目的：探讨起搏器置入术后缩短卧床时间，提前指导患侧肢体活动方案的效果。 方法：将
４００ 例双腔起搏器置入术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对照组）采用常规起搏器术后指导患者活动肢体的

护理方法，另一组（试验组）采用缩短卧床时间，提前指导患侧肢体活动方案进行术后指导的护理方法，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患侧肢体活动度，舒适度评分，生活自理能力，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等。 结

果：与对照组相比，缩短卧床时间，提前指导患侧肢体活动方案，可提高患侧肢体活动度恢复率（７７ ０％
ｖｓ． ６３ ５％ ，Ｐ ＜ ０ ０５）；增加患者舒适度［（８８ １５ ± ７ ６６） ｖｓ． （７６ ５ ± ８ １６），Ｐ ＜ ０ ０５］；提高患者生活自

理能力（３ ５％ ｖｓ． ９ ５％ ，Ｐ ＜ ０ ０５）。 两组间住院时间和术后并发症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双腔

起搏器置入术后采用提前指导患侧肢体活动的护理方案，可以增加患侧肢体活动度，提高患者舒适度，
使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增强，且安全性好，是双腔起搏器置入术后可提倡的护理方案。

［关键词］ 　 起搏器置入；术后护理；缩短卧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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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起搏器置入术是指人工置入心脏起搏器，
用特定频率的脉冲电流，经过导线和电极刺激心脏，
代替心脏的起搏点带动心脏搏动的治疗方法，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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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不可逆的心脏起搏传导功能障碍的安全有效方

法。 但常有起搏器置入患者主诉术后患侧肩关节疼

痛，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等，因此起搏器术后指导患者

肢体活动至关重要。 本文对我院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期间，行双腔起搏器置入术后的患者，
对比常规起搏器术后肢体活动度指导与缩短卧床时

间提前指导患侧肢体活动不同护理方法的临床

疗效。

资料与方法

１． 对象　 本研究为前瞻队列研究，采取随机数

字表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在安贞医院心内科安装双腔起搏器置入术患

者 ４００ 例。 纳入标准：年龄 ＞ １８ 岁，无肢体活动障

碍，无关节炎及痛风，无脑血管疾病，手术均由同一

组医生人员完成，参加本组研究分为以常规起搏器

术后指导为对照组，以缩短卧床时间，提前指导患侧

肢体活动方法为试验组，每组 ２００ 例随机分配。
２． 方法　 （１）常规起搏器术后指导组（对照组）

患者术后平卧 １２ｈ，１２ｈ 后可将床头摇起 ３０°至 ２４ｈ，
２４ｈ 可下床活动。 术后当天健侧上肢及双下肢（如
无伤口）即可活动。 术侧上肢制动，１ｄ 后患者可用

术侧上肢进餐。 ２ｄ 后患者术侧上肢可小范围活动

术侧肩关节，之后范围逐渐增加。 ３ｄ 后患者术侧上

肢可抬高 ４５°，以后逐渐增加。 １ｗ 后可用术侧上肢

梳头。
（２）以新版起搏器术后指导患者活动肢体（试

验组）患者术后平卧 １２ｈ，１２ｈ 后可下地活动，术后

当天可做握拳运动，上肢伸直，五指伸直再用力握

拳，术后第一天患侧肢体可做屈肘运动，患侧上肢伸

直，屈肘与身体呈 ９０°，然后恢复原位，术后第二天

患侧肢体可做外展运动，双手放身体两侧，往两侧

伸，不超过 ３０°。 术后第三天患侧肢体可做前伸运

动，双上肢放两侧，尽量往前伸与身体呈 ９０°。 术后

第四天旋肩运动，上肢自然下垂，术侧上肢以肩为轴

旋前再旋后。 术后第五天可做爬墙运动，术侧上肢

放于墙壁，逐渐向上爬。 术后第六天可做绕头运动，
术侧上肢抬起从同侧耳部逐渐在枕后摸向对侧。 上

述功能锻炼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每天 ２ ～ ３ 次，每
次 ５ ～ １５ｍｉｎ。

３． 观察项目　 （１）肢体活动度：①完全恢复：起
搏器术后术侧上肢 ７ｄ 可做梳头动作。 ②部分恢复：
起搏器术后术侧上肢 １０ｄ 可做梳头动作。 ③未恢

复：起搏器术后术侧上肢不可做梳头动作。

（２）舒适状况评分内容（Ｋｏｌｃａｂａ）：采用美国舒

适护理专家 Ｋｏｌｃａｂａ 研制的简化舒适状况量表（ｇｅｎ⁃
ｅｒａｌ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ＧＣＱ）共 ２８ 个条目，分为

生理、心理精神、社会文化及环境四个维度。 采用 １
～４ Ｌｉｋｅｒｔ Ｓｃａｌｅ 评分法，１ 表示非常不同意，４ 表示

非常同意。 最低分数是 ２８ 分，最高分数 １１２，分数

越高说明越舒适。 总分 ＜ ５６ 为低度舒适，总分在 ５６
～ ８４ 为中度舒适，总分 ＞ ８４ 为高度舒适。 分别对两

组患者进行评分。
（３）生活自理能力（Ｂａｒｔｈｅｌ）：采用 １９８７ 年修订

的美国分级治疗标准，内容包括进食、洗澡、修饰

（包括梳头、洗脸、刷牙）、穿衣（包括拉拉链、系扣

子、系鞋带等）、大小便控制、入厕（包括整理衣裤、
擦净、冲水等过程）、床与轮椅转移、平地行走及上

下楼梯 １０ 项内容。 根据是否需要帮助及其程度分

为 ０，５，１０ 及 １５ 分四个功能等级，总分为 １００ 分，轻
度功能障碍：日常生活能力评定分 ６１ ～ ９９ 分。 中度

功能障碍：日常生活能力评定分 ４１ ～ ６０ 分。 重度功

能障碍：日常生活能力评定分≤４０ 分。
（４）住院时间：每个组的平均住院天数。
（５）术后并发症：起搏器术后并发症有电极脱

位，囊袋出血，囊袋感染，心肌穿孔，起搏器功能障碍

等，只要出现上述并发症之一，均算为有术后并

发症。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定量资料（年龄、住院时间、整体舒适度评

分、生理因素评分、心理精神因素评分、社会文化因

素评分及环境因素评分）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
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ｔ 检验；定性资料

（如性别、合并疾病、入院诊断、肢体活动度、生活自

理能力、术后并发症）以构成比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两组在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等方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表 １）。
２． 舒适度评分（Ｋｏｌｃａｂａ） 　 试验组比对照组的

整体舒适度平均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表 ２）。
　 　 ３． 肢体活动度 　 试验组有 １５４ 例达到完全恢

复，４６ 例达到部分恢复。 对照组有 １２７ 例达到完全

恢复，７３ 例达到部分恢复，两组均无未恢复的患者。
试验组比对照组患侧肢体完全恢复人数多。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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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试验组

（ｎ ＝ ２００）
对照组

（ｎ ＝ ２００）
ｔ ／ χ２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７０ ± １０ ７１ ± １２ ０ ９０５ ０ ３６５
男性 １０６（５３ ０） １０８（５４ ０） ０ ０４０ ０ ８４１
合并疾病

　 糖尿病 １１２（５６ ０） １１０（５５ ０） ０ ０４０ ０ ８４０
　 高血压 １０１（５０ ５） １０６（５３ ０） ０ ２５０ ０ ６１６
　 高血脂 ９８（４９ ０） ９３（４６ ５） ０ ２５０ ０ ６１６
　 冠心病 １１４（５７ ０） １０９（５４ ５） ０ ２５３ ０ ６１４
入院诊断 ０ ４７７ ０ ７８８
　 Ⅲ°房室传导阻滞 ８７（４３ ５） ９０（４５ ０）
　 严重窦性心动过缓 ９５（４７ ５） ８９（４４ ５）
　 快慢综合征 １８（９ ０）２１ （１０ ５）

表 ２　 两组患者术后 １６ｈ 舒适状况比较（ｘ ± ｓ）

项目
试验组

（ｎ ＝ ２００）
对照组

（ｎ ＝ ２００）
ｔ 值 Ｐ 值

整体舒适度评分 ８８ １５ ± ７ ６６ ７６ ５ ± ８ １６ １４ ７２１ ０ ００２
　 生理因素评分 １１ ４１ ± １ １２ ７ ４８ ± １ ７６ ２６ ６４２ ０ ０００
　 心理精神因素评分 ３１ ２６ ± ２ ７４ ２４ １７ ± ２ ３５ ２７ ７７７ ０ ０００
　 社会文化因素评分 ２４ ８７ ± １ ４４ ２４ ０１ ± ２ ７３ ３ ９４０ ０ ０００
　 环境因素评分 ２０ ６１ ± ２ ３６ ２０ ８４ ± １ ３２ １ ２０３ ０ ２３０

　 　 ４． 生活自理能力（Ｂａｒｔｈｅｌ） 　 试验组有 １９３ 例生

活自理能力达到中度功能障碍，７ 例达到重度功能

障碍，对照组有 １８１ 例生活自理能力达到中度功能

障碍，１９ 例达到重度功能障碍，两组均未有轻度功

能障碍。 试验组比对照组的生活自理能力评分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３）。

５． 住院时间和术后并发症　 住院时间和术后并

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３）。

表 ３　 两组患者术后肢体活动度、生活自理能力、
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的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试验组

（ｎ ＝ ２００）
对照组

（ｎ ＝ ２００）
ｔ ／ χ２ 值 Ｐ 值

肢体活动度 ８ ７２０ ０ ００２
　 完全恢复 １５４（７７ ０） １２７（６３ ５）
　 部分恢复 ４６（２３ ０） ７３（３６ ５）
生活自理力（Ｂａｒｔｈｅｌ） ５ ９２３ ０ ０２４
　 中度功能障碍 １９３（９６ ５） １８１（９０ ５）
　 重度功能障碍 ７（３ ５） １９（９ ５）
住院时间 ／ ｄ ５ ５ ± ３ ６ ± ２ ５ １ ８１１ ０ ０７１
术后并发症 ３（１ ５） ８（４ ０） ２ ３３６ ０ １１０

讨　 论

医学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人工起搏器置入

术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改进，电极不会因为体位的

小幅度变动而移位。 起博器放置的位置准确率大大

提高，在以旧板起搏器术后指导患者活动肢体方案

进行术后常规患侧肢体制动易出现患侧上肢肿胀、
麻木等不适，而新版起搏器术后指导患者活动肢体

方案患者于术后当天在护士的指导下可以做握拳运

动，大大减少了患侧肢体麻木、肿胀等问题，提高了

患者卧床期间的舒适度。
在对照组护理中要求患者卧床时间长，容易导

致患者出现胃胀、腰酸背痛、纳差及尿储留等不适症

状，患侧肢体活动过度约束，易致患侧肩关节韧带易

粘连，肢体肌肉萎缩，影响肢体功能恢复，在试验组

护理中患者卧床时间少，术后 １２ｈ 后可下地活动，增
加患侧肢体活动度，提高了患侧肢体功能恢复，胃
胀、腰酸背痛、纳差及尿储留等不适症状大大减少，
还增加了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增加了患者自信心。

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试验组护理方案可减少患

者卧床时间，增加患侧肢体活动从而减少胃胀、腰酸

背痛、纳差及尿储留等不适症状从而提高了患者舒

适度，增加了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肩关节功能恢复时

间快，缩短患者卧床时间还应该遵循个体化原则，根
据情况不同卧床时间也要随之而改变，保证患者住

院期间的安全。
总之，对于起搏器术后肢体活动指导，应采用新

型方案，有助于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增加患者舒

适度，使患者处于最佳的康复状态，值得在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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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发生真菌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

陈健雄　 陈应松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真菌感染；呼吸衰竭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　 　 ［文献标志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０６⁃４６７⁃０２

　 　 呼吸衰竭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的常见并发症，
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肺通气和 ／或换气功能障碍，影响正常的

气体交换，引起低氧伴或不伴二氧化碳潴留，导致一系列生

理和代谢紊乱临床综合征［１⁃２］ 。 ＣＯＰＤ 急性发作期多选用抗

生素治疗，然而随着广谱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真菌感染率明

显升高，加上 ＣＯＰＤ 多为老年患者，机体免疫力的低下，组织

器官退行性变，更容易并发真菌感染［３］ 。 早期发现、诊断及

治疗真菌感染的问题，是内科医师迫切需要解决的［４］ 。 为提

高对 ＣＯＰＤ 呼吸衰竭合并真菌感染的认识，本课题组通过回

顾性分析我院治疗的 ＣＯＰＤ 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
统计比较真菌感染率、病原菌种类分布及感染的相关因素，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１． 临床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我院门

诊或病房收治的 ＣＯＰＤ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 ２１０ 例，年龄 ５３ ～
８２ 岁，平均年龄（６５ ２４ ± ９ ３８）岁，病程 ２ ～ ２１ 年。 所有纳入

对象均有不同程度的咳嗽、咳痰或进行性呼吸困难等症状，
肺部可闻及干湿啰音，患者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后的第 １ 秒用

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ＦＥＶ１ ／ ＦＶＣ）不超过 ７０％ 或

ＦＥＶ１ 不超过 ８０％ 预计值；动脉血氧分压（ＰａＯ２ ） ＜ ６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 伴 或 不 伴 动 脉 血 二 氧 化 碳 分 压

（ＰａＣＯ２） ＞ ５０ｍｍＨｇ；排除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合并肺结

核、支气管哮喘或其他恶性肿瘤，使用免疫抑制剂者，临床资

料不全者。 真菌感染诊断依据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

标准》，连续两次标本培养分离出相同菌株生长，或连续两次

标本发现真菌菌丝并伴有感染的临床症状。 本课题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研究对象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本

研究。
２． 研究方法　 收集所有研究者的痰液标本接种于普通

血平板和萨布罗琼脂培养基进行病原学培养。 接种、培养及

鉴定严格参照文献［５］ 的操作方法进行。 收集 ＣＯＰＤ 患者合

并呼吸衰竭性别、年龄、病程、体质量指数、吸烟史、糖尿病

史、支气管镜检查、抗菌药物种类及药物使用时间等临床资

料。 统计真菌感染率、病原菌种类及分布，分析真菌感染的

相关因素。
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

料以频数及百分比表示，行卡方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多因素回归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１． 真菌感染的种类分布及构成比　 ２１０ 例 ＣＯＰＤ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真菌感染 １９ 例，感染率在 ９ ０５％ 。 肺部

真菌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出致病真菌 ２６ 株。 白色假丝酵

母菌 １３ 株（５０ ００％ ）最常见，其次是热带假丝酵母菌 ５ 株

（１４ ２９％ ），两者共占总菌数的 ６９ ２３％ ；最后有近平滑假丝

酵母菌 ３ 株、光滑假丝酵母菌 ２ 株、克柔假丝酵母菌 ２ 株、曲
霉菌属 １ 株（表 １）。

表 １　 ＣＯＰＤ 合并呼吸衰竭发生真菌感染种类分布及构成比

　 　 病原菌 株数 构成比 ／ ％
白色假丝酵母菌 １３ ５０． ０
热带假丝酵母菌 ５ １９． ２
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３ １１． ５
光滑假丝酵母菌 ２ ７． ７
克柔假丝酵母菌 ２ ７． ７
曲霉菌属 １ ３． ９
合计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２． 真菌感染的相关影响因素　 将 ＣＯＰＤ 合并呼吸衰竭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组分析，结果提示年龄、吸烟史、糖尿

病史、支气管镜检查、抗菌药物种类及药物使用时间是 ＣＯＰＤ
呼吸衰竭合并真菌感染的影响因素，而与患者的性别、病程、
体质量指数无相关性，见表 ２。

３． 真菌感染相关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对单

因素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的相关因素，使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提示， 吸烟史 （ ＯＲ ＝ ２ ６８０， ９５％ ＣＩ ＝ １ ２６０ ～
５ ７０１）、糖尿病史（ＯＲ ＝ ２ ０８３，９５％ ＣＩ ＝ １ １９９ ～ ３ ６２１）、支
气管镜检查（ＯＲ ＝ １ ９２１，９５％ ＣＩ ＝ １ １３６ ～ ３ ２４９）、抗菌药物

时间（ＯＲ ＝ １ ７２３，９５％ ＣＩ ＝ １ １６０ ～ ２ ５６）及抗菌药物种类

（ＯＲ ＝ １ ９８６，９５％ ＣＩ ＝ １ ２３３ ～ ３ １９７）是 ＣＯＰＤ 合并呼吸衰

竭患者发生真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Ｐ ＜ ０ ０５，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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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真菌感染相关因素分析及感染率比较

相关因素 例数
感染

例数

感染

率 ／ ％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年龄 ／ 岁

病程 ／ 年

体质量指数 ／ （ｋｇ ／ ｍ２）

吸烟史

糖尿病史

支气管镜检查

抗菌药物时间 ／ ｗ

抗菌药物种类 ／ 种

男

女

＜ ６５
≥６５
＜ ５
≥５
＜２５
≥２５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 ２
≥２
＜２
≥２

１０１
１０９
８７

１２３
１０２
１０８
９３

１１７
１５６
５４

１３０
８０
９４

１１６
１５３
５７

１２９
８１

８
１１
３

１６
９

１０
８

１１
９

１０
６

１３
３

１６
８

１１
５

１４

７ ９
１０ １
３ ５

１３ ０
８ ８
９ ３
８ ６
９ ４
５ ８

１８ ５
４ ６

１６ ３
３ ２

１３ ９
５ ２

１９ ３
３ ９

１７ ３

０ ３００

５ ６５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０

７ ９２４

８ １４６

７ ０９２

９ ９９０

１０ ８７０

０ ５８４

０ ０１７

０ ９１２

０ ８４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表 ３　 真菌感染相关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自变量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 值 ＯＲ 值（９５％ＣＩ） Ｐ 值

吸烟史

糖尿病史

支气管镜检查

抗菌药物时间

抗菌药物种类

０ ９８６
０ ７３４
０ ６５３
０ ５０４
０ ６８６

０ ３８５
０ ２８２
０ ２６８
０ ２０２
０ ２４３

６ ５５９
６ ７７５
５ ９３７
７ ２５３
７ ９７０

２ ６８０（１ ２６０ ～ ５ ７０１）
２ ０８３（１ １９９ ～ ３ ６２１）
１ ９２１（１ １３６ ～ ３ ２４９）
１ ７２３（１ １６０ ～ ２ ５６）
１ ９８６（１ ２３３ ～ ３ １９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讨论：本研究显示，２１０ 例 ＣＯＰＤ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真菌

感染 １９ 例，感染率在 ９ １％ ，结果与国内外等［６］ 研究基本一

致。 徐灵彬等［７］研究发现，２２８ 例 ＣＯＰＤ 急性加重的老年患

者真菌感染 ３９ 例，感染率为 １７ １％ 。 樊黎丽等［８］ 研究了 １
５９８ 例老年 ＣＯＰＤ 患者，发现其中 ６７ 例患者出现真菌感染，
发生率为 ４ ２％ 。 因此每个医院、地区的真菌感染率不太一

致，应针对自己所在科室的真菌感染率进行治疗。 本研究还

发现，肺部真菌感染以白色假丝酵母菌 １３ 株（５０ ００％ ）最常

见，其次是热带假丝酵母菌 ５ 例。 结果与秦福芳等［９］ 研究相

一致。 但是，曹彬教授在一项对 １５２ 里病原谱的研究中发

现：肺部真菌感染中，曲霉感染率高于念珠菌［１０］ ，与本文研

究结果相反，考虑本研究中的病例可能部分为定植菌而非感

染。 若前瞻性地在痰培养的基础上进行肺组织病理学或肺

组织真菌培养可能能更好地明晰这一问题。
本研究结果提示，吸烟史、糖尿病史、支气管镜检查、抗

菌药物的时间及种类是 ＣＯＰＤ 呼吸衰竭并发真菌感染的独

立危险因素。 原因分析如下：由吸烟引起的烟雾可刺激黏

膜，导致机体处于炎症状态，呼吸道纤毛运动能力减弱，大量

分泌物於积于肺泡，清除不及时，发生真菌感染。 既往糖尿

病病史，提示机体代谢及免疫力紊乱，大量炎症因子分泌；糖
代谢紊乱时高糖的条件也为真菌生长繁殖创造优越的环境，
导致患者发生机会性感染［１１］ 。 支气管镜检查破坏支气管的

生理状态，下呼吸道直接接触外界环境，病原菌进入肺组织，
引起真菌感染［１２］ 。 广谱抗菌药物是治疗 ＣＯＰＤ 合并呼吸衰

竭的主要手段，虽然广谱抗菌药物杀灭大量病原微生物，但
是长期大量使用也抑制人体正常菌群，导致患者菌群严重失

调，反而促使条件致病菌的大量繁殖，发生真菌感染［１３］ 。 因

此治疗真菌感染必要在获得细菌学检查资料后，进行针对性

地选择药物治疗，减少广谱抗抗生素的过量应用。
综上所述，我院 ＣＯＰＤ 合并呼吸衰竭发生真菌感染发生

率为 ９ ０５％ ，肺组织真菌感染以白色假丝酵母菌、热带假丝

酵母菌为主。 既往吸烟史、糖尿病史、支气管镜检查、使用多

种抗菌药物及长时间使用抗菌药物等是 ＣＯＰＤ 合并呼吸衰

竭并发真菌感染的独立因素，治疗应针对相关因素采取积极

有效的措施，提高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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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高浓度弹力蛋白酶低压力下腔内灌注制备
兔腹主动脉瘤模型

闫云峰　 赵全明　 李昕禾　 聂毛晓

　 　 ［摘要］ 　 目的：探讨高浓度（１００ＩＵ ／ ｍＬ）弹力蛋白酶在低压力下，短时间腔内灌注制备兔腹主动脉

瘤模型的新方法，为腹主动脉瘤的研究提供简便、易制作的动物模型。 方法：雄性新西兰大白兔 ３０ 只，
按 １：２ 的比例随机分为对照组（Ａ 组）１０ 只，实验组（Ｂ 组）２０ 只，实验组在低压力下灌注高浓度（１００ＩＵ ／
ｍＬ）弹力蛋白酶，并维持 ７ ～ １０ｍｉｎ，对照组灌注 ０ ９％氯化钠液，所有动物于术后第 ３ 周超声检查，后处

死所有动物进行大体标本观察并行病理染色（ＨＥ、弹力纤维 ＥＶＧ、胶原纤维 ｍａｓｓｏｎ），比较组间病死率及

病死率有无差别。 结果：实验组动物病死率为 １５％ ，对照组病死率为 ２０％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

（Ｐ ＞ ０ ０５）。 实验组成瘤率为 １００％ ，动脉壁弹力纤维降解，平滑肌细胞减少；对照组成瘤率为 ０％ ，动脉

壁正常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两组成瘤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１）。 结论：腔内灌注高浓度弹

力蛋白酶（１００ＩＵ ／ ｍＬ）在低压力状态下，短时间内可成功制备家兔腹主动脉瘤模型，其病死率低，病死

率高。
［关键词］ 　 腹主动脉瘤；弹力蛋白酶；兔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０６⁃４６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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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ａｂｌｅ ｒａｂ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ｍｏｄｅｌ， ｗ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 ＩＵ ／ ｍＬ）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ｕｍｅｎ ｉｓ 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０ ｍａｌ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ｒａｂｂｉ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１∶ ２）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Ａ， ｎ ＝ １０）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Ｂ， ｎ ＝
２０）．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 ＩＵ ／ ｍＬ）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ｏｎｌｙ ７ ～ １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ｓｃａｎ ｉｎ ３ ｗｅｅ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ｓｃａｎ， ａｌｌ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ｅｃ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ｙｅｉｎｇ （ＨＥ， ＥＶＧ ａｎｄ Ｍａｓｓ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１５％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２０％ ，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 ＝ １ ００）．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ｓ １００％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ｓ ０％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０１）．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ｗａｌｌ ｗａｓ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ｏｗｓ ｎｏ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ｗａｌ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 ＩＵ ／ ｍＬ）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ｕｍｅｎ ｉｓ ｌｏｗ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ｓｈｏｒｔ）ｃａ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ｒａｂｂｉｔ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Ｒａｂｂ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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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主动脉瘤（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ＡＡＡ）
是指腹主动脉持续性扩张，直径大于正常腹主动脉

内径的 ５０％ ［１⁃２］。 其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在 ６５ 岁以上人群中，发病率可达 １％ ～ ５％ 。 ＡＡＡ
患者最主要风险为瘤体破裂，破裂后往往是致命

的［３］。 目前 ＡＡＡ 患者的治疗方案主要通过瘤体直

径来确定［４］，但瘤体直径只适用于 ＡＡＡ 终末期需手

术患者，对于处于较早阶段的患者尚无有效预测病

程进展的方法及治疗药物，因此有必要探究 ＡＡＡ 发

病过程中的病理生理变化。 使用人 ＡＡＡ 标本的研

究受限于手术，且仅可获取晚期的 ＡＡＡ 标本，简单、
方便、成活率高的动物模型将有助于揭示 ＡＡＡ 的病

理生理改变，为 ＡＡＡ 患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便利。
ＡＡＡ 模型中较成熟的为大鼠模型［５⁃８］，可用腔

外包裹氯化钙、磷酸钙及腔内灌注弹力蛋白酶等方

法制备。 但大鼠模型操作精细，需要使用显微镜，且
大鼠腹主动脉细，不利于影像随访。 兔 ＡＡＡ 模型可

很好解决这一缺陷，但相关研究较少，符洋等［９］ 报

道了应用猪胰弹力蛋白酶腔内灌注法制备兔 ＡＡＡ
模型，但其腹主动脉结扎时间长，将增加脊髓缺血再

灌注损伤的风险。 本文探讨高浓度弹力蛋白酶低压

力下腔内灌注制备兔腹主动脉瘤模型这一改良

方法。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及动物 　 戊巴比妥钠（Ｂｉｏｓｚｕｎｅ 公司，
ＵＳＡ），肝素钠注射液（北京双鹤药业），猪胰弹力蛋

白酶（４５１２４，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公司）。 ４Ｆ Ｆｏｒｇａｔｙ 球囊

导管（北京生命绿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ＨＥ 染色

及马松染色试剂盒（武汉谷歌生物）。 健康、雄性、
新西兰大白兔 ３０ 只（北京市兴旺动物养殖场，许可

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０６⁃０００６），体质量 ２ ５ｋｇ 左右，普
通饲料喂养，自由饮水，室温 ２２℃ ～ ２５℃。 家兔由

北京安贞医院动物房喂养。
２． 方法　 （１）分组　 兔 ３０ 只，事先进行编号，１

∶ ２比例随机分为两组，Ａ 组 １０ 只（对照组），灌注

０ ９％氯化钠液；Ｂ 组 ２０ 只（实验组），灌注弹力蛋

白酶。
（２）术前准备　 所有试验动物术前禁食 １０ｈ 以

上，禁水 ４ｈ，术前 ３０ｍｉｎ，于腹腔注射青霉素（８０ 万

ＩＵ ／只）抗感染，静脉注射肝素钠（１２５ＩＵ ／ ｋｇ）抗凝。
（３）麻醉 　 ３％ 戊巴比妥钠（１ ～ １ ５ｍＬ ／ ｋｇ）行

腹腔麻醉，待家兔角膜反射迟钝后，手术操作。
（４）动物手术过程

１）消毒铺巾：家兔取仰卧位，备皮，消毒铺无菌

治疗巾，严格无菌操作。
２）游离股动脉：分离右侧股总动脉约 ０ ５ ～

１ｃｍ，于近心端及远心端分别穿线备用。
３）腹腔手术：取腹部正中切口，分层切开皮肤、

皮下筋膜、腹肌及腹膜。 应用撑开器撑开切口，将肠

管推开，暴露下腔静脉及腹主动脉，找到左肾动脉，
于左肾动脉下约 ３ｃｍ 左右剪开后腹膜，选取一段无

分支的腹主动脉段约 １ ～ ２ｃｍ（较小分支可用 ０ 号丝

线结扎），游离该段腹主动脉，放置橡胶滤线备用。
４）股动脉穿刺放置导管：结扎股动脉远心端，

动脉夹夹闭近心端，股动脉做一小切口，送入导管，
松开近心端，轻柔将导管送入游离主动脉段内。 将

腹主动脉近心端用动脉夹和橡胶滤线阻断，远心端

用橡胶滤线阻断，形成与导管相通的封闭管腔，回抽

腔内血液，并使用 ０ ９％氯化钠液冲洗 ３ 次，冲洗时

给予一定压力（２ 个大气压， １ａｔｍ ＝ １０１ ３２５ｋＰａ）。
５）弹力蛋白酶灌注主动脉囊腔：使用加压泵将

猪胰弹力蛋白酶（１００ＩＵ ／ ｍＬ）注入动脉囊腔，囊腔内

保持低压力状态（使封闭动脉管腔充盈即可），保持

７ ～ １０ｍｉｎ。 抽吸酶溶液，自副管注入肝素 ０ ９％ 氯

化钠液，自主管抽吸，盥洗动脉囊腔 ５ 次左右。
６）恢复主动脉血流：去除滤线及血管夹，恢复

主动脉血流，拔出导管，结扎股动脉近心端，缝合关

腹及股动脉处皮肤切口。 观察致动物恢复意识，将
动物送至动物房继续饲养。 若术中出血较多，可经

耳缘静脉补 ０ ９％氯化钠液 １００ｍＬ。
７）防治感染：术后应用 ３ｄ 手术切口部位碘伏

消毒，腹腔应用青霉素（８０ 万 ＩＵ ／只）。
（５）随访及标本留取　 对所有实验动物进行随

访，记录死亡动物数目及原因，并计算死亡率，具体

方法为：病死率 ＝死亡动物数 ／实验动物总数。 灌注

后第 ３ 周进行超声检查，计算腹主动脉扩张率及成

瘤率，具体方法为：扩张率 ＝ （腹主动脉瘤内径⁃ 腹

主动脉平均内径） ／腹主动脉平均内径；腹主动脉平

均内径 ＝ （瘤上端内径 ＋ 瘤下端内径） ／ ２；成瘤率 ＝
实际成瘤实验动物数 ／同组存活动物总数。 完成超

声检查后，所有实验动物麻醉后再次开腹，截取手术

动脉段置于 １０％的甲醛中。
（６）切片染色　 将截取动脉段分割成 ３ ５ｃｍ 小

段，分别切片染色，片厚 ５ｕｍ，连续的 ３ 张切片分别

行 ＨＥ 染色、弹力纤维染色 ＥＶＧ 及胶原纤维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

（７）统计学分析 　 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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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ｔ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图 ２　 实验组不同时间超声随访（横断面） 　 ａ：手术前腹主动脉横断面；ｂ：手术后 ３ 周腹主动脉瘤形成　 图 ３　 对照组不同时间超

声随访（横断面） 　 ａ、ｂ 分别示手术前、术后 ３ 周腹主动脉横断面，未显示动脉瘤形成

图 ４　 对照组及实验组病理染色注 Ａ：对照组 ＨＥ；Ｂ：对照组弹力纤维；Ｃ：对照组胶原纤维；Ｄ：实验组 ＨＥ；Ｅ：实验组弹力纤维，箭头

示弹力纤维断裂、碎片；Ｆ：实验组胶原纤维，箭头示胶原纤维增多

表 ３　 实验动物超声随访结果（ｘ ± ｓ）
组别 时间 数量 瘤上 ／ ｍｍ 瘤 ／ ｍｍ 瘤下 ／ ｍｍ 扩张率 ／ ％

实验组 术前 ２０ ２ ４８ ± ０ １４
术后 ３ｗ １７ ２ ５１ ± ０ ２０ ５ ９９ ± ０ ４１ ２ ４１ ± ０ １３ １４３

对照组 术前 １０ ２ ４３ ± ０ １９
术后 ３ｗ ８ ２ ４９ ± ０ ２３ ２ ４７ ± ０ ２３ ２ ４４ ± ０ ２６

　 　 １． 实验动物死亡及原因分析　 实验组 ３ 只动物

死亡，病死率为 １５％ ；对照组共 ２ 只实验动物死亡，
病死率为 ２０％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Ｐ ＝
１ ００，表 １ ～ ２）

表 １　 手术中死亡情况及原因分析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死亡家兔数量 ２ 只 １ 只

手术操作过程

分析

１ 只因输送导管用力过大，
致动脉穿孔。 １ 只因酶溶

解时间过长致动脉破裂

因输送导管过程中用

力过大，致动脉穿孔

死亡

死亡原因 手术操作不当 手术操作不当

　 　 ２． 大体标本解剖　 手术后第 ３ 周，再次开腹，实
验组可见明显动脉瘤形成（图 １）；对照组无成瘤。

３． 超声结果分析　 实验组术后 ３ 周（图 ２ｂ）超
声检查均显示动脉扩张 ＞ ５０％ ，成瘤率为 １００％ ，而
对照组各时间段均未见腹主动脉扩张（图 ３，表 ３）。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１）。

图 １　 实验组腹主动脉瘤大体解剖，箭头所示均为瘤体部位

表 ２　 手术后死亡情况及原因分析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死亡家兔数量 １ 只 １ 只

尸体解剖分析 术后家兔双下肢瘫痪，且
无排便（排气不祥），尸体

解剖发现家兔胃肠道积气

明显，于术后第三日死亡

经仔细解剖未发现明

显器官组织病变，于

术后第 １３ 天死亡

死亡原因 脊髓损伤，胃肠道瘫痪 死因不祥

　 　 ４． 病理组织改变 　 Ａ 组（对照组）：ＨＥ 染色示

动脉壁结构清晰，中膜平滑肌排列整齐，未见明显炎

症细胞浸润（图 ４Ａ）；ＥＶＧ 染色示弹力纤维完整连

续，层次清晰，保持原有曲度，无明显受损（图 ４Ｂ）；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未见胶原纤维增多（图 ４Ｃ）。

Ｂ 组（实验组）：ＨＥ 示动脉壁结构破坏，中膜平

滑肌排列紊乱（图 ４Ｄ）。 ＥＶＧ 示弹力纤维层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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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曲度变直，可见断裂、变细、碎片、缺如及空泡形

成（图 ４Ｅ）。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示中膜原弹力纤维区域及

外膜胶原纤维增多（图 ４Ｆ）。

讨　 论

查询资料显示，本研究可能是首次证实高浓度

弹力蛋白酶（１００ＩＵ ／ ｍＬ）在低压力状态下较短时间

灌注即可成功制备家兔腹主动脉瘤模型。
１９９０ 年，Ａｎｉｄｊａｒ 等［１０］ 首次报道，弹力蛋白酶腔

内加压灌注制作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腹主动脉瘤模型，成瘤

原理为弹力蛋白酶损伤腹主动脉壁，启动腹主动脉

炎症及平滑肌凋亡，动脉壁弹力蛋白及胶原蛋白自

我更新平衡被打乱，致使腹主动脉壁无法抵御管腔

内压力而向外扩张，最终形成 ＡＡＡ。
此后有学者将此方法应用于家兔， 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

等［１１］报道应用高浓度弹力蛋白酶（１００Ｕ ／ ｍＬ）加压

灌注制备兔 ＡＡＡ 模型，其要求封闭腔内压力保持在

３００ ～ ４０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高压力意味

着对管腔的结扎要求高，更易导致弹力蛋白酶进入

循环血液，有诱发急性胰腺炎及其他组织损伤的风

险。 本实验中首次尝试仅在 ０ ９％ 氯化钠液盥洗管

腔时给予高压力，而灌注弹力蛋白酶时采用低压力，
减小了弹力蛋白酶在高压下进入血液循环的风险，
同时前期高压可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内皮细胞间的紧

密连接，有利于弹力蛋白酶发挥作用，本实验证实模

型制备令人满意。
符洋等［９］ 使用弹力蛋白酶腔内加压灌注成功

制备 兔 ＡＡＡ 模 型， 其 同 样 要 求 压 力 控 制 在

１００ｍｍＨｇ，另外制备模型中封闭管腔时间高达

３０ｍｉｎ，伍亚民等［１２］ 曾研究缺血再灌注对脊髓功能

的影响，发现缺血（１３ ２ ± ４ ０）ｍｉｎ 时皮层体感诱发

电位消失，且随缺血时间延长，再灌注损伤加重。 马

巍等［１３］及张延辉等［１４］均报道了开腹后将腹主动脉

结扎 ２５ｍｉｎ 左右，可成功制成家兔脊髓缺血再灌注

损伤模型，这足以说明长时间结扎腹主动脉将导致

实验动物脊髓瘫痪，这一方面会降低实验动物存活

率，另一方面也无形中制备了另一个动物模型，对于

ＡＡＡ 病理生理研究参杂了其他因素。 本研究采用

高浓度弹力蛋白酶（１００Ｕ ／ ｍＬ），主动脉管腔封闭仅

７ ～ １０ｍｉｎ，可减少下游动脉缺血时间，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及提高生存率，并证实可制备出 ＡＡＡ 模型。
实验中需注意的问题：实验后需注意将封闭管

腔内残留弹力蛋白酶充分冲洗，避免开通管腔后剩

余弹力蛋白酶入血，导致急性胰腺炎，本研究采用导

管为双腔管，可进行流动 ０ ９％ 氯化钠液反复盥洗，
最大限度减少弹力蛋白酶入血风险。 本研究尚有不

足之处在于选用弹力蛋白酶浓度高，并未分组比较

不同浓度梯度弹力蛋白酶是否对制作腹主动脉瘤有

不同效果，这尚需其他研究进行补充。
综上所述，高浓度弹力蛋白酶（１００ＩＵ ／ ｍＬ）在低

压力状态下较短时间内即可成功制备家兔肾下腹主

动脉瘤模型，其存活率及成瘤率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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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新型可回收自膨胀支架瓣膜置换肺动脉瓣
的动物实验研究

李建强　 孔繁熙　 冷昭廷　 李 刚　 苏俊武

　 　 ［摘要］ 　 目的：评价新型可回收自膨胀型肺动脉支架瓣膜经胸微创置换肺动脉瓣膜的可行性、安
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健康清洁级实验猪 １２ 只，随机分三组，Ａ 组：３ 只，仅行单纯小切口开胸手术；Ｂ
组：３ 只，开胸经球囊损伤肺动脉瓣建立反流模型；Ｃ 组：６ 只，开胸穿刺右心室前壁置入带瓣膜支架置换

自身肺动脉瓣膜。 术后行心血管造影（ＤＳＡ）及超声检查评估瓣膜功能，最后放血处死，取心、肝、脾、肺、
肾和脑等重要器官行肉眼、光镜及钙含量检查。 结果：１２ 只实验猪手术均获成功。 心血管造影、超声证

实：Ｂ 组成功建立肺动脉瓣反流模型，；Ｃ 组置入支架瓣膜位置满意，启闭良好、无反流，未见血栓及赘生

物形成；与术前相比，Ｂ 组右心室容积明显增大、射血分数显著降低；Ａ 组和 Ｃ 组血流动力学指标则无明

显差异。 肉眼：瓣膜位置良好，锚定牢靠；光镜：内皮细胞形态饱满、排列有序的覆盖支架瓣膜，未见钙化

灶及周围组织炎症反应，肝、脾、肺、肾、脑等重要器官未见血栓形成。 结论：可回收自膨胀型肺动脉支架

瓣膜经胸微创置换肺动脉瓣膜方法可行，手术成功率高，无相关并发症，效果理想。
［关键词］ 　 肺动脉瓣膜；带瓣膜支架；瓣膜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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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先天性心脏病诊治水平的不断发展，患者

术后存活率不断提高，术后重度肺动脉瓣反流日益

得到广泛关注［ １ ⁃２ ］。 长期的肺动脉瓣反流可加重右

心室负荷，甚至右心力衰竭［ ３ ］，肺动脉瓣置入术被

认为是可改善肺动脉反流，避免右心力衰竭的有效

治疗方法［ ４⁃５ ］。 自 ２０００ 年 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 等［ ６ ］ 首次成

功实施经皮肺动脉瓣置入术（ＰＰＶＩ）以来，ＰＰＶＩ 在

全球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目前常用的肺动脉支架瓣

膜多为球囊扩张型，释放难度大，术后并发症多，治
疗效果欠佳。 因此本研究旨采用新型可回收自膨胀

肺动脉支架瓣膜经胸微创置换猪肺动脉瓣膜， 探讨

其可行性、安全性及有效性，为进一步实现临床应用

及进行新型瓣膜的研制提供有力的实验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本研究采用百仁医疗公司自主研发的

以镍钛记忆合金丝和改性牛心包组织制成的可回收

自膨胀肺动脉支架瓣膜及其输送系统（图 １）。

图 １　 以镍钛记忆合金丝

２． 方法：（１）分组：健康清洁实验猪 １２ 只，随机

分为三组：Ａ 组：３ 只，仅行单纯小切口开胸手术；Ｂ
组：３ 只，开胸经球囊损伤肺动脉瓣建立反流模型；Ｃ
组：６ 只，开胸穿刺右心室前壁置入肺动脉支架

瓣膜。
（２）术前准备：术前禁食、禁饮，氯胺酮（１５ｍｇ ／

ｋｇ，肌注）诱导麻醉，建立静脉通路，丙泊酚术中维

持麻醉，青霉素预防感染。 沿左侧第三肋间划线标

记，清洗备皮。 右侧卧位，呼吸机辅助呼吸（氧浓

度：４０％ 、潮气量：１５ｍＬ ／ ｋｇ、频率：２０ 次 ／ ｍｉｎ），心电

监护记录生命体征。
（３）术前检查：术前常规听诊、１２ 导联心电图无

异常，经胸超声测量右心室横径、肺动脉瓣环内径、
肺动脉瓣流速及压差，选择相应大小的支架瓣膜

（图 ２，表 １）。
（４）手术过程：Ａ 组：全麻、常规消毒、铺无菌巾

后，仅沿标记线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肋间肌肉，胸

骨撑开器撑开肋间。 Ｂ 组：全身肝素化后，切开心

包，悬吊心脏，暴露右心室前壁，分别采用直径 １０、
１４ 或 １８ｍｍ 的球囊导管穿刺撕裂肺动脉瓣膜，制造

出轻度、中度和重度肺动脉瓣反流模型。 Ｃ 组：右心

室前壁靠近右心室流出道位置缝荷包，经荷包中心

向右心室流出道方向置入预装有带瓣膜支架的输送

鞘，并送至肺动脉处，通过肺动脉血管壁彩超确定支

架位置合适后，释放支架，撤出输送鞘，收紧结扎荷

包。 即刻行超声检查，检查支架释放位置、开闭及反

流情况。 行造影检查，观察瓣膜置入位置及瓣膜工

作情况。 检查胸腔内无活动性出血后逐层关胸。

图 ２　 术前经胸超声心动图图像 　 Ａ：肺动脉瓣流速及

压差；Ｂ：肺动脉瓣环内径

表 １　 Ｃ 组手术相关数据资料（编号 Ｃ１⁃Ｃ６）

项目
肺动脉瓣环

直径 ／ ｍｍ
支架直径 ／

ｍｍ
手术时间 ／

ｍｉｎ
编号 Ｃ１ １７ ４０ １８ ００ ７５ ００
　 　 Ｃ２ １７ ６０ １８ ００ ７７ ００
　 　 Ｃ３ ２０ ７０ ２０ ００ ８０ ００
　 　 Ｃ４ １９ ８０ ２０ ００ ７８ ００
　 　 Ｃ５ １９ ５０ ２０ ００ ７３ ００
　 　 Ｃ６ ２０ １０ ２０ ００ ６８ ００
平均值 １９ １８ １９ ３３ ７５ １７
标准差 １ ３６ １ ０３ ４ ２６
最大值 ２０ ７０ ２０ ００ ８０ ００
最小值 １７ ４０ １８ ００ ６８ ００

３． 术后处理：术后给予肌注青霉素、碘伏消毒切

口预防感染；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钙，３ 日后改为口

服阿司匹林抗凝；２ 周后拆线。
４． 随访：术后观察实验猪的进食、精神状态、大

小便等情况。 于术后 １、３ 及 ６ 个月行胸超声检查，
观察置入瓣膜血流动力学情况，分别于上述节点经

股动脉放血处死实验猪（Ａ、Ｂ 组各 １ 只，Ｃ 组 ２ 只），
取心、肝、脾、肺、肾和脑等重要器官行肉眼、光镜及

钙含量检查。
５． 统计学处理：采用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进行数据

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重复测

量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ＳＮＫ 法。 计数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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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率）表示。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手术情况评价 　 术中经超声测量 Ｃ 组实验

猪的肺动脉瓣环直径（１９ １８ ± ２ ６７）ｍｍ，分别选择

直径 １８ｍｍ 瓣膜支架 ２ 枚、直径 ２０ｍｍ 瓣膜支架 ４
枚，支架直径（１９ ３３ ± ２ ０２）ｍｍ。 １２ 只实验猪手术

均获成功，手术时间（７５ １７ ± ８ ３５） ｍｉｎ（表 １）。

图 ３　 术后即刻 ＤＳＡ 检查见瓣膜支架释放位置良好、张开充分

图 ４　 术后即刻超声检查　 见置入肺动脉瓣膜开闭良好，未见明显反流

图 ５　 超声证实成功建立肺动脉瓣反流模型；图 ６　 超声证实人工瓣膜功能良好　 Ａ：瓣膜无反流，流速压差正常；Ｂ：瓣膜启闭良好，
无明显血栓及赘生物形成

２． 术后一般情况评价　 实验猪术后恢复情况良

好，进食及大小便无明显异常，精神状态良好，无气

喘，偏瘫等术后并发症。
３． 术后即刻超声、ＤＳＡ 检查评价 　 Ｃ 组 ６ 只实

验猪术后即刻均行超声、ＤＳＡ 检查，见带瓣膜支架

释放位置良好、张开充分，未影响肺动脉发出分支

处；置入肺动脉瓣膜代替自体瓣膜功能，瓣膜开闭良

好，未见明显反流（图 ３ ～ ４）。
４． 术后 １、３ 及 ６ 个月经胸超声检查评价　 Ｂ 组

成功建立肺动脉瓣反流模型；Ｃ 组带瓣支架位置满

意，无移位，无明显变形，瓣膜启闭良好，无明显血栓

及赘生物形成；与术前相比，Ｂ 组各时间点右心室横

径明显增大、射血分数显著降低及肺动脉瓣反流程

度明显增加（Ｐ ＜ ０ ０５），Ａ 组和 Ｃ 组均无明显变化；
与 Ｂ 组相比，Ａ 组和 Ｃ 组各时间点右心室横径均明

显增大、射血分数显著降低及肺动脉瓣反流程度明

显增加，但 Ａ 组与 Ｃ 组相比无明显差异（Ｐ ＞ ０ ０５）。
（表 ２， 图 ５ ～ ６）。

５． 术后解剖、病理组织学检查评价 肉眼检查：Ａ
组心、肝、脾、肺、肾、脑等器官未见明显异常；Ｂ 组右

心室明显扩大，肝、脾、肾等器官出现淤血；Ｃ 组右心

室形态正常，瓣膜支架位置良好，锚定牢靠，原肺动

脉瓣膜被挤压在支架与肺动脉壁之间，近心端固定

于肺动脉开口，对右心房室瓣无影响，支架瓣膜表面

被内膜覆盖未见血栓形成。 光镜检查：内皮细胞形

态饱满、致密有序的覆盖于支架瓣膜表面，未见钙化

灶，周围组织无炎症反应，细胞形态结构正常；肺动

脉血管内膜下纤维、肌层组织结构完整， 无断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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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术后血流动力学检查资料（ｘ ± ｓ）
分组 肺动脉瓣环直径 ／ ｍｍ 肺动脉流速 ／ （ｍ ／ ｓ） 肺动脉压差 ／ （ｍｍＨｇ） 右心室横径 ／ ｍｍ ＥＦ ／ ％

术前 Ａ 组 １９ ０３ ± １ ２４△ ０ ８６ ± ０ ３３△ ４ ６９ ± ２ ５２△ ３２ ７１ ± １ ３４△ ７２ ３４ ± ２ １１△

Ｂ 组 ２０ １８ ± １ １４ ０ ８７ ± ０ ４１ ５ ２３ ± ３ １２ ３４ ４６ ± ２ １１ ７２ １１ ± １ ２３
Ｃ 组 １９ １８ ± １ ３６△ ０ ９１ ± ０ ２９△ ４ ８７ ± １ ３４△ ３３ ５４ ± １ ３２△ ７１ ８９ ± １ ８７△

术中即刻 Ａ 组 １９ ０３ ± １ ２４∗△ ０ ９０ ± ０ ３１∗△ ５ ０２ ± ２ ６７∗△ ３２ ６８ ± １ ５４∗△ ７１ ５２ ± ２ ４３∗△

Ｂ 组 ２０ １８ ± １ １４ ０ ８８ ± ０ ３９∗ ４ ５６ ± ２ ２６ ３３ ７８ ± １ ２２∗ ７０ １３ ± １ ６３∗

Ｃ 组 １９ ２４ ± １ １２∗△ １ ０２ ± ０ ３５∗△ ５ ０８ ± ２ ４５∗△ ３３ ２３ ± ２ ６１∗△ ７１ ０２ ± １ ５６∗△

术后 １ 个月 Ａ 组 １９ ０３ ± １ ２４∗△ ０ ８４ ± ０ ４２∗△ ４ ５４ ± ３ １２∗△ ３２ ８０ ± １ ３４∗△ ７０ ８８ ± １ ６７∗△

Ｂ 组 ２１ ０７ ± １ ２６∗ ０ ９１ ± ０ ３４∗ ４ ４５ ± ３ ２１∗ ３８ ５４ ± ２ ４３∗ ６４ ２６ ± １ ８７∗

Ｃ 组 １９ ３４ ± １ ０８∗△ ０ ９５ ± ０ １８∗△ ４ ８９ ± ２ ６３∗△ ３２ ９８ ± ２ ０３∗△ ７０ ６７ ± １ ６４∗△

术后 ３ 个月 Ａ 组 １９ ０３ ± １ ２４∗△ ０ ８５ ± ０ ２６∗△ ４ ７８ ± ２ ８６∗△ ３２ ６３ ± １ ４４∗△ ７０ ２４ ± １ ５８∗△

Ｂ 组 ２０ ６３ ± １ １６∗ １ ０１ ± ０ ３６∗ ４ ５７ ± １ ５６∗ ４３ ４４ ± １ ６９∗ ５２ ２２ ± １ ５１∗

Ｃ 组 ２０ ２３ ± １ １３∗△ ０ ８９ ± ０ ３１∗△ ４ ９３ ± ２ ７６∗△ ３４ ２５ ± １ ０４∗△ ６９ ４５ ± １ ６１∗△

术后 ６ 个月 Ａ 组 １９ ０３ ± １ ２４∗△ ０ ９０ ± ０ ２６∗△ ４ ６７ ± ２ ４８∗△ ３２ ７７ ± １ ２６∗△ ６９ ７７ ± ２ ０８∗△

Ｂ 组 ２１ ３２ ± １ １８∗ １ ０７ ± ０ ３８∗ ５ ０６ ± ２ ３６∗ ４５ ７８ ± ２ ０１∗ ４３ ３２ ± １ ２９∗

Ｃ 组 １９ ６７ ± １ ０６∗△ ０ ９３ ± ０ ２６∗△ ４ ９０ ± ２ ７４∗△ ３３ ５９ ± １ ６７∗△ ６９ ２１ ± １ ５３∗△

注：与术前比较，∗Ｐ ＜ ０ ０５；各组间比较，△Ｐ ＜ ０． ０５

象；肝、脾、肺、肾、脑等重要器官未见血栓形成。 钙

化检测：瓣叶未见明显钙化。

讨　 论

ＰＰＶＩ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在国外相关研究中

得到证实［ ７ ⁃１０ ］，国内起步较晚，已有多家研究机构

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１１ － １ ５ ］。 目前国际上应用较为

广泛的 Ｍｅｌｏｄｙ 和 Ｅｄｗａｒｄｓ 等肺动脉支架瓣膜多为

球囊扩张型，但其术后并发症较多，治疗效果欠佳。
与球囊扩张型不同，本研究所用自膨胀式支架瓣膜

无需球囊扩张，右心室流出道血流不中断，有效的避

免心律失常的发生；支架具有较好的顺应性和形状

记忆功能，几乎可自发地通过轴向和转动滑至主

肺动脉而形成锚定，持续扩张力有效的增强了支

架与外周组织的紧密贴合，避免了支架瓣膜移位

和渗漏的发生［ １ ６ － １ ７ ］ ；且输送鞘直径小，易于穿刺

及瓣膜的输送释放；同时三个瓣叶整体固定于同

质组织固定片，组织固定片再被附于瓣膜支架，这
种设计有效的降低了瓣叶组织与瓣架摩擦以及瓣

角处的集中应力，显著增强了瓣膜的强度和寿命。
因此开展此类研究对提高我国瓣膜病治疗水平具

有重大意义。
本研究支架瓣膜设计的优点在于其支架可回收

性以及新型抗钙化技术。 可回收技术有效地保证了

支架释放过程的安全性，释放过程中支架并不与输

送装置发生事故性分离，可根据情况随时调整释放

位置，有效的杜绝了定位不好所引起的相关并发症。
同时经过新型抗钙化处理，其抗张强度、断裂伸长

率、弹性模量等力学性能以及抗钙化和耐疲劳性能

都不亚于目前的牛心包生物瓣。 对于瓣膜衰败需再

次手术的患者则可通过瓣中瓣技术，在原置入瓣膜

基础上再次置入一个支架瓣膜［ １ ８ ］。 同时瓣膜支架

具有良好的磁共振兼容性，适用范围更为广泛。
本研究采用经胸小切口微创置入术置换猪自身

肺动脉瓣膜，该术式与外科置入术相比，不需复杂的

体外循环过程，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手术创伤

小、风险低［ １ ９ ⁃２０ ］；与经皮介入置入术相比，右心室⁃
肺动脉输送路径更为短而简便且不受患者外周血管

内径限制，手术操作简单，避免对心脏及外周血管造

成损伤，保证了瓣膜释放过程的安全性。
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支架瓣

膜为半回收装置，释放完全后无法回收，因此还需对

支架及其输送系统进行改良；第二，研究中所选取的

动物样本量较小且随访时间较短，为获得更为全面

的实验数据还需更大的样本量和更长的随访时间，
以便为实现其临床应用及新型瓣膜的研发提供有力

的实验依据。
本研究中 １２ 只实验猪手术均获成功，术后随访

效果良好，无明显狭窄及反流，无明显血栓、赘生物

形成。 初步证实新型可回收自膨胀肺动脉支架瓣膜

通过经胸微创置换猪肺动脉瓣膜方法可行，效果理

想，未见相关并发症，是一种可选择的治疗肺动脉瓣

反流的新方法。

参考文献

［ １ ］ 　 Ｋｏｇｏｎ ＢＥ，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ｍ ＪＭ，Ｍｏｒｉ Ｍ．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ｒ⁃

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
ｌｏｔ． Ｓｅｍｉ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２０１５，２７：５７⁃６４．

６７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５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６



［ ２ ］　 李轩，姜睿，闫鹏，等． 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后再次手术 ５６ 例原

因分析． 心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４，３３：１７２ ⁃ １７７．
［ ３ ］ 　 Ａｍｍａｓｈ ＮＭ，Ｄｅａｒａｎｉ ＪＡ，Ｂｕｒｋｈａｒｔ ＨＭ，ｅｔ　 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ｇｕｒ⁃

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 ｒｅｐａｉ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ｅｑｕｅｌａ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
２００８，２：３８６⁃４０３．

［ ４ ］ 　 Ｂｏｖｅ ＥＬ，Ｋａｖｅｙ ＲＥ，Ｂｙｒｕｍ ＣＪ，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ｌａｔ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ｒ 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
１９８５，９０：５０⁃５５．

［ ５ ］ 　 金梅，韩玲． 介入器械的革新是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希

望． 心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４，３３：４６９ ⁃ ４７０．
［ ６ ］ 　 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 Ｐ，Ｂｏｕｄｊｅｍｌｉｎｅ Ｙ，Ｓａｌｉｂａ Ｚ，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ｉｍ⁃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ｏｖｉｎｅ ｖａｌｖｅ ｉ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 ｌａｍｂ ｓｔｕｄｙ．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１０２：８１３⁃８１６．

［ ７ ］ 　 Ｌｕｒｚ Ｐ，Ｃｏａｔｓ Ｌ，Ｋｈａｍｂａｄｋｏｎｅ Ｓ，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ｌｖ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ＩＶｅ⁃
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ｌ Ｊ １．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１７：１９６４⁃１９７２．

［ ８ ］ 　 Ｌｕｒｚ Ｐ， 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 Ｐ，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Ｍ．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ｖａｌｖ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ｖ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ｅ Ｔｈｅｒ，２００９，７：
８２３⁃８３２．

［ ９ ］ 　 ＭｃＥｌｈｉｎｎｅｙ ＤＢ， Ｈｅｌｌｅｎｂｒａｎｄ ＷＥ， Ｚａｈｎ ＥＭ， ｅｔ ａｌ． Ｓ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 ｔｅｒ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ｌｖｅ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ＵＳ ｍｅｌｏｄｙ ｖａｌｖｅ ｔｒｉ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１２２： ５０７ ⁃５１６．

［１０］ 　 Ｍüｌｌｅｒ Ｊ，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 Ａ， Ｆｒａｔｚ Ｓ，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ｐｅｒｆｏｒ⁃
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ｆｔｅｒ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ｖａｌｖｅ ｉｍ⁃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 ２０１４， １７３： ３８８ ⁃ ３９２．

［１１］ 　 陈翔，张志钢，朱玉峰，等． 小切口开胸经导管肺动脉瓣置换

术实验研究． 介入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１：９７８ ⁃ ９８２．
［１２］ 　 陈翔，白元，姜海滨，等． 经皮肺动脉瓣置换动物实验研究． 介

入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２３５ ⁃ ２３８．
［１３］ 　 宗刚军，白元，吴弘，等． 经导管肺动脉瓣膜置入的实验研究．

介入放射学杂志， ２００７，１６：６２３ ⁃ ６２６．
［１４］ 　 周军庆，魏德胜，张楚，等． 猪非体外循环下经皮肺动脉瓣膜

置入术．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７４２ ⁃ ７４５．
［１５］ 　 李博宁，张智伟，丁以群，等． 肺动脉带瓣支架置入术实验研

究． 岭南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８，０４：２７０⁃２７３．
［１６］ 　 ＭｃＥｌｈｉｎｎｅｙ ＤＢ，Ｃｈｅａｔｈａｍ ＪＰ， Ｊｏｎｅｓ ＴＫ， ｅｔ ａｌ． Ｓｔｅｎｔ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ｖａｌ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ｒａｃｔ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ｌｖ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ＭｅｌｏｄｙＶａｌｖｅ Ｔｒｉａｌ． Ｃｉｒ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ｎｔｅｒｖ，２０１１，４：６０２⁃６１４．

［１７］ 　 Ｄｉｌｂｅｒ Ｄ，Ｈｒｅｒ Ｊ，Ｍａｌｃｉｃ Ｉ，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ｖａｌｖ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ｒａｃｔ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ｔ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３，１６９：ｅ３⁃ｅ５．

［１８］ 　 Ｆｒｉｇｉｏｌａ Ａ，Ｎｏｒｄｍｅｙｅｒ Ｊ，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 Ｐ．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ｒｏｎ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８９⁃１９１．

［１９］ 　 Ａｎｇｔｕａｃｏ ＭＪ，Ｓａｃｈｄｅｖａ Ｒ，Ｊａｑｕｉｓｓ ＲＤ，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ｔｍｔ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ｎｔｅｒｖ，２０１１，７７：３９５⁃３９９．

［２０］ 　 Ｍａｌｅｋｚａｄｅｈ⁃Ｍｉｌａｎｉ Ｓ， Ｌａｄｏｕｃｅｕｒ Ｍ， Ｃｏｈｅｎ Ｓ，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ｌ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ｐａｔｃｈｅｄ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ｒａｃｔｓ． Ａｒｃｈ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２０１４，１０７：５９２⁃
５９８．

（２０１６⁃０１⁃２６ 收稿）

（上接第 ４６３ 页）

查冠心病心肌梗死情况，两者对前壁、侧壁、前间壁、
后壁及下壁等部位梗死检出率相当［３］，我们的研究

证实超声心动图检测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有较高的

特异性，但敏感性稍有不足，尤其是在心尖、下壁及

后基底段运动异常的评估上。 敏感性偏低的原因考

虑与患者体型呼吸因素、超声心动图图像分辨率

低［４］及检查者对室壁运动识别存在偏差等因素

相关。
虽然超声心动图在检测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方

面仍有不利之处，但在评估总体室壁运动方面与左

心室造影比较敏感度提高，且有研究表明［５］ 超声负

荷心动图试验可以通过分析节段性收缩功能指标和

左心室整体收缩功能指标的变化，实现对隐匿性缺

血的早期检出，因此，其在检测室壁运动方面仍有重

要的临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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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皂苷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Ｋ 对小鼠心肌梗死
后心室重构的保护及免疫机制研究

杨 伟　 滕 林　 丁家望　 李 松　 杨 简　 吴 辉　 杨 俊

　 　 ［摘要］ 　 目的： 探讨人参皂苷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Ｋ（ＣＫ）对急性心肌梗死小鼠梗死纤维瘢痕比和心功能的

影响。 方法：４５ 只，雄性，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ＣＫ 组（各 １５ 只）。 假手术组和模

型组灌胃 ０ ９％氯化钠液 １０ｍＬ·ｋｇ － １·ｄａｙ － １，人参皂苷 ＣＫ 组灌胃给予人参皂苷 ＣＫ１０ ｍＬ·ｋｇ － １·ｄａｙ － １

（浓度 ０ ２％ ）。 １４ｄ 后心脏超声检测各组心功能改变，ＨＥ 染色和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检测各组心肌坏死和梗死

纤维瘢痕比，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各组小鼠术后第 ７ｄ、１４ｄ 血清中炎症因子 ＴＮＦ⁃α、ＩＬ⁃６ 和 ＩＬ⁃１０ 水平，流式细

胞技术检测各组小鼠脾脏调节性 Ｔ 细胞（Ｔｒｅｇ）变化。 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心功能显著下降

（Ｐ ＜ ０ ０５），第 ７ 天血清中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Ｐ ＜ ０ ０５），第 １４ 天后无明显改变，而 ＩＬ⁃１０
第 ７ 天和第 １４ 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脾脏 Ｔｒｅｇ 细胞比例显著降低（Ｐ ＜ ０ ０５）。 与模型组

相比，人参皂苷 ＣＫ 组心功能显著改善，心肌坏死减少，心肌梗死纤维瘢痕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 第 ７ 天

血清中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表达水平显著下降（Ｐ ＜ ０ ０５），第 １４ 天无差异，而 ＩＬ⁃１０ 第 ７ 天和 １４ 天均表达增

加（Ｐ ＜ ０ ０５）。 脾脏 Ｔｒｅｇ 细胞比例显著增加（Ｐ ＜ ０ ０５）。 结论：人参皂苷 ＣＫ 对急性心肌梗死小鼠有较

好的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增加调节性 Ｔ 细胞比例，并减轻炎症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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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ＩＬ⁃６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ｗｅｒｅ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ｙ ７． Ａｆｔｅｒ １４ ｄａｙ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Ｌ⁃１０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ｏｔｈ ｏｎ ｄａｙ ７
ａｎｄ １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 （Ｔｒｅｇ） ｃｅｌｌ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Ｋ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ｍｉ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ａｙ 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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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 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Ｋ；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 ｃｅｌｌ

　 　 人参是我国和东亚地区名贵药材，作为滋补强

身药物广泛使用。 人参皂苷是人参的主要活性成

分，总共分离出了 ４０ 余种，按其皂苷元母核结构可

以分齐墩果酸、原人参二醇类和原人参三醇。 人参

皂苷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Ｋ（ＣＫ）是人参二醇组皂苷（Ｐａｎａｘ⁃
ａｄｉｏｌ Ｓａｐｏｎｉｎｓ，ＰＤＳ）主要代谢产物和最终活性物质，
具有抗肿瘤、降糖、抗炎、抗氧化和抗衰老等作

用［１］。 研究发现，人参皂苷 ＣＫ 对心、脑等器官缺血

再灌注损伤有重要保护作用［２、３］。 但对心肌梗死是

否有保护作用尚未报道，因此本研究利用小鼠急性

心肌梗死模型，观察人参皂苷 ＣＫ 对小鼠急性心肌

梗死后心室重构过程的影响，探讨人参皂苷 ＣＫ 保

护心肌缺血损伤的潜在机制。

材料与方法

１． 主要试剂和实验动物　 ①主要试剂：人参皂

苷 ＣＫ（Ｃ３６Ｈ６２Ｏ８，纯度≥９８％ ）购自上海源叶生物

科技公司，ＩＬ⁃６、ＴＮＦ⁃α 和 ＩＬ⁃１０ 的 ＥＬＩＳＡ 检测试剂

盒购自美国 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公司，流式抗体（小鼠 ＦＩＴＣ⁃
ＣＤ４、ＡＰＣ⁃ＣＤ２５、ＰＥ⁃Ｆｏｘｐ３）均购自美国 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公司，水合氯醛购自上海江莱生物公司等。 ②实验

动物分组和模型建立：成年，雄性，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
４５ 只（８ ～ １０ｗ，体质量 ２０ ～ ２５ｇ，ＳＰＦ 级）购于湖北省

实验动物研究中心，随机分为假手术组（１５ 只）、手
术组（３０ 只）。 建模参考石洪涛等［４］的方法，小鼠经

３ ３％的水合氯醛麻醉固定后开胸结扎小鼠冠状动

脉前降支建立心肌梗死模型，经心电图检测 ＳＴ 段明

显提高和观察心尖部变白判断建模成功后，随机分

为模型组和人参皂苷 ＣＫ 组（各 １５ 只），假手术组开

胸缝线穿过前降支而不结扎。 术后第 １ 天，假手术

组和模型组小鼠腹腔注射 ０ ９％ 氯化钠液 １０ｍＬ·
ｋｇ － １·ｄａｙ － １，人参皂苷 ＣＫ 组小鼠灌胃人参皂苷

ＣＫ１０ｍＬ·ｋｇ － １·ｄａｙ － １ （用纯乙醇溶解，浓度 １０％ ，
０ ９％氯化钠液稀释浓度为 ０ ２％ ，灌胃剂量为 ２０ｍｇ
·ｋｇ － １·ｄａｙ － １），每天 １ 次，持续 １４ｄ。 动物自由饮水

及进食，喂养于 ＳＰＦ 级动物房。
２． 心脏超声评价　 术后第 １４ 天以 １％ 异氟烷

吸入麻醉小鼠后，使用 Ｖｉｓｕａｌｓｏｎｉｃｓ ｖｅｖｏ１１００ 小动物

超声系统行心脏超声检测。 探头经胸骨旁长轴和短

轴获取左心室 Ｍ 型超声影像，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

内 径 （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ＬＶＥＤ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ＬＶＥＳＤ），以及反应左心室收缩功

能的左心室射血分数（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和左心

室短轴缩短率（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ＦＳ）。
３． 血清炎症因子检测 　 术后 ７、１４ｄ 经内眦静

脉采集小鼠静脉血 ４００μＬ，室温静置 ２ｈ 后，经 ３ ０００
转 ／ ｍｉｎ，离心 １５ｍｉｎ 后，收集血清，保存⁃８０°。 用

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炎症因子 ＴＮＦ⁃α、ＩＬ⁃６ 和 ＩＬ⁃１０。
４． 组织病理学检测 　 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小鼠

称重后，开胸后用肝素钠 ０ ９％ 氯化钠液灌洗心脏。
摘取心脏，称重，并从线结以下垂直与心脏长轴横

切，之后行石蜡包埋，ＨＥ 染色和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 心肌

梗死纤维瘢痕比为乳头肌层面的纤维化瘢痕周长与

左心室的周长的比值。
５． 流式细胞术分析　 术后 １４ｄ，处死小鼠后收

集脾脏，ＰＢＳ 中磨碎，经 ２００ 目不锈钢滤网过滤，淋
巴细胞分离液分离脾脏单个核细胞。 按照试剂盒说

明书，分别进行细胞表面染色和细胞内染色检测各

组小鼠脾脏中 Ｔｒｅｇ 细胞亚群的改变。 Ｔｒｅｇ 细胞比

值为 ＣＤ４ ＋ ＣＤ２５ ＋ Ｆｏｘｐ３ ＋ 细胞亚群与 ＣＤ４ ＋ Ｔ 细

胞的百分比。 ＦｌｏｗＪｏ 软件分析流式结果。
６．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５ ０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应用 ＬＳＤ⁃ｔ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各组小鼠心肌梗死纤维瘢痕比和心功能的

改变　 造模成功后，饲养过程中模型组死亡 ３ 只，
人参皂苷 ＣＫ 组死亡 ２ 只。 梗死 １４ｄ 后，心脏超声

检测各组小鼠心功能变化（表 １、图 １），人参皂苷

ＣＫ 显著改善左心室射血分数、短缩分数，左心室

重构显著减缓。 如图 ２，心脏 ＨＥ 染色显示心肌梗

死后心肌有明显坏死，梗死周边区炎症细胞浸润，
人参皂苷 ＣＫ 减轻心肌坏死。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观察各

组小鼠心肌梗死纤维瘢痕比变化，人参皂苷 ＣＫ 显

著减 少 了 梗 死 纤 维 瘢 痕 比 ［ 模 型 组： （ ４５ ９ ±
３ ３９）％ ；人参皂苷 ＣＫ 组：（３２ ５８ ± ３ ０６）％ ，∗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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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心脏超声检测各组小鼠心功能改变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Ｐ ＜ ０ ０５；与模型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图 ２　 ＨＥ 染色和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显示，人参皂苷 ＣＫ 减轻小鼠心肌梗死后心肌坏死和纤维瘢痕（ × ２０）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表 １　 心肌梗死 １４ｄ 后各组小鼠心功能变化（ｘ ± ｓ）

项目
假手术组

（ｎ ＝ １５）

心肌梗死后 １４ｄ
模型组

（ｎ ＝ １２）
人参皂苷 ＣＫ 组

（ｎ ＝ １３）
体质量 ／ ｇ ２５ ３０ ± ０ ６ ２５ ４０ ± ０． ８ ２６ ３０ ± ０． ９
心脏质量 ／ ｍｇ １１８ ３０ ± ２ ８ １５７ ２０ ± ２． ８＃ １４３ ４０ ± ２． １∗

心脏质量 ／ 体质量 ４ ７０ ± ０ １ ６ ２０ ± ０． ２＃ ５ ５０ ± ０． ２∗

ＬＶＥＤＤ ／ ｍｍ ４ ２３ ± ０ １４ ５ ３４ ± ０． ２１＃ ４ ５３ ± ０． １６∗

ＬＶＥＳＤ ／ ｍｍ ３ ３２ ± ０ １１ ４ ４３ ± ０． １８＃ ３ ６１ ± ０． １１∗

ＥＦ ／ ％ ６５ ２９ ± １ ７１ ３５ ０５ ± ３． ６７＃ ４７ ０５ ± ３． ０４∗

ＦＳ ／ ％ ３１ ４１ ± １ ２１ １６ ４４ ± １． ５４＃ ２３ ０２ ± １． ２７∗

心率 ／ （次 ／ ｍｉｎ） ４８６． ００ ± ９ ４３ ５０９． ００ ± １７． ３１ ５３１． ００ ± １５． ９３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Ｐ ＜ ０ ０５；与模型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各组小鼠血清中炎症因子 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
１０ 水平变化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第 ７ 天 ＴＮＦ⁃
α、ＩＬ⁃６ 显著增加（Ｐ ＜ ０ ０５，表 ２），而 ＩＬ⁃１０ 显著降

低（Ｐ ＜ ０ ０５，表 ２），第 １４ 天 ＴＮＦ⁃α、ＩＬ⁃６ 呈下降趋

势，与假手术组无明显差异。 人参皂苷 ＣＫ 治疗 ７ｄ
后，小鼠血清中 ＴＮＦ⁃α、ＩＬ⁃６ 显著下降，而 ＩＬ⁃１０ 显

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２）。 第

１４ 天后 ＴＮＦ⁃α、ＩＬ⁃６ 与模型组无明显差异，而 ＩＬ⁃１０
仍显著上升（Ｐ ＜ ０ ０５，表 ２）。

表 ２　 心肌梗死后血清中细胞因子浓度变化（ｘ ± ｓ， ｎｇ ／ Ｌ）
组别 ＴＮＦ⁃α ＩＬ⁃６ ＩＬ⁃１０

假手术组 ４４ ３ ± ４． ９ ６５ ３ ± ５． ７ ２５ ８ ± ４． ８
模型组（术后 ７ｄ） ９７ ７ ± １０． ３＃ １４６ ６ ± １３． ８＃ １３ ４ ± ２． ６＃

ＣＫ 组（术后 ７ｄ） ５３ ４ ± ９． ３∗ ８９ ３ ± ８． ７∗ ２７ ５ ± ６． ７∗

模型组（术后 １４ｄ） ４５ ６ ± １２． ２ ７３ ９ ± １４． ６ １２ ３ ± ２． ６＃

ＣＫ 组（术后 １４ｄ） ５６ ３ ± １０． ６ ７７ １ ± １２． ３ ３０ ３ ± ５． ７∗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Ｐ ＜ ０ ０５；与模型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３． 各组小鼠脾脏 Ｔｒｅｇ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脾脏中 Ｔｒｅｇ 亚群比例

显著降低（图 ３）。 而与模型组相比，人参皂苷 ＣＫ
组小鼠脾脏中 Ｔｒｅｇ 亚群比例显著增加［ＣＤ４ ＋ ＣＤ２５
＋ Ｆｏｘｐ３ ＋ ／ ＣＤ４ ＋ 比 值： 假 手 术 组， （ ９ ９４ ±
２ ３１）％ ；模型组，（７ ２１ ± １ ０７）％ ；人参皂苷 ＣＫ
组，（１４ ９０ ± ４ ５７）％ ，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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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小鼠脾脏 ＣＤ４ ＋ ＣＤ２５ ＋ Ｆｏｘｐ３ ＋ 调节性 Ｔ 细胞比例变化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Ｐ ＜ ０ ０５；与模

型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讨　 论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心肌梗死已成

为我国的主要死因。 再灌注治疗的广泛开展显著降

低了心肌梗死急性期病死率，而梗死后心室重构所

致的心力衰竭成为主要并发症和致死因素。 其主要

病理表现包括梗死区心肌细胞坏死、纤维化，最终由

纤维瘢痕组织取代，非梗死区心肌细胞凋亡、代偿性

肥大，细胞外基质重构等。 心室重构导致引起心脏

形态结构及功能的异常，引起左心室肥厚、扩张，最
终进展到心力衰竭［５］。

心肌梗死后炎症损伤是心室重构和心功能恶化

的关键因素。 心肌缺血缺氧引起无菌性的炎症反

应，导致免疫细胞的活化与聚集，释放一些炎症因

子，如 ＴＮＦ⁃α、ＩＬ⁃６ 和 ＭＣＰ⁃１ 等［６］。 ＴＮＦ⁃α 是一类

重要的促炎因子，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及心肌细胞

分泌。 ＴＮＦ⁃α 与 ＴＮＦＲ１ 结合后，诱导释放凋亡相关

蛋白（如 Ｆａｓ 相关死亡域蛋白，ＦＡＤＤ）和活化 ＮＦ⁃
κΒ，促进黏附因子如细胞间黏附分子⁃１（ ＩＣＡＭ⁃１）和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１ （ＶＣＡＭ⁃１）等表达，促进中性

粒细胞、单核细胞等炎症细胞在心肌内的黏附、聚集

并释放炎症介质，引起心肌微循环障碍和促进心肌

细胞凋亡［７］。 ＩＬ⁃６ 通过活化转录蛋白 ３（ＳＴＡＴ３）促
进 ＩＣＡＭ⁃１ 和 ＶＣＡＭ⁃１ 表达［８］。 有研究发现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表达水平与慢性心力衰竭进展密切相关，可
引起左心室壁变薄、左心室扩大和心室收缩功能减

退［９］。 ＩＬ⁃１０ 是体内重要的抗炎性细胞因子，由 Ｔｈ２
细胞、单核细胞、调节性 Ｔ 细胞和心肌细胞等分泌，
能够抑制炎症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Ｔ
淋巴细胞等的激活及多种炎症因子如 ＩＬ⁃１β、ＴＮＦ⁃α
等的合成，减轻炎症反应。 重组 ＩＬ⁃１０ 干预小鼠心

肌梗死后可以减轻缺血心肌炎症细胞的浸润，下调

ＩＬ⁃１β、ＩＬ⁃６ 和 ＴＮＦ⁃α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增加毛细

血管密度，改善心室重构［１０］。 总之，心梗后免疫炎

症紊乱是心室重构和心力衰竭发生发展的重要致病

机制。
ＣＤ４ ＋ ＣＤ２５ ＋ Ｆｏｘｐ３ ＋ 调节性 Ｔ 细胞（Ｔｒｅｇ）是

主要的免疫调节细胞，通过抑制效应性 Ｔ 细胞的活

化和增殖来下调机体针对外来抗原或自身抗原的应

答水平，维持机体的免疫平衡。 Ｔｒｅｇ 细胞减少和功

能缺失与许多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１１］。
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外周血中也发现 Ｔｒｅｇ 细胞比

例下降，并随患者心功能加重而进一步降低，体外研

究进一步发现其抑制 Ｔ 细胞增殖功能显著受损［１２］，
说明 Ｔｒｅｇ 异常可能是心力衰竭的重要致病机制。
而过继转输 ＣＤ４ ＋ ＣＤ２５ ＋ Ｔｒｅｇ 能够显著减轻小鼠

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过程，机制可能是降低梗死后

炎症损伤［１３］。 因此，维持 Ｔｒｅｇ 的数量和功能稳态

是治疗梗死后心室重构的重要靶点。
人参皂苷 ＣＫ（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Ｋ，ＣＫ），属

于二醇型人参皂苷，是人参皂苷在体内吸收和发挥

药理作用的主要形式。 既往研究集中在 ＣＫ 的抗肿

瘤方面，近来有报道 ＣＫ 具有抗炎活性，可抑制炎性

细胞因子如 ＴＮＦ⁃、ＩＬ⁃６ 等的分泌，减轻缺血性脑卒

中损伤［３］。 Ｍａ 等［１４］研究发现 ＣＫ 能够抑制 ＣＤ４ ＋
和 ＣＤ８ ＋淋巴细胞增殖，增加 Ｔｒｅｇ 细胞，延长胰岛

移植后生存时间和功能。 本研究用 ＣＫ 干预心肌梗

死小鼠，探讨 ＣＫ 对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的影响，结
果显示 ＣＫ 能够显著改善小鼠心肌梗死术后 １４ｄ 小

鼠心功能，减少心肌坏死和梗死纤维瘢痕，降低血清

中炎症因子 ＴＮＦ⁃α、ＩＬ⁃６ 的分泌，增加抗炎因子 ＩＬ⁃
１０ 的分泌，机制可能是增加 Ｔｒｅｇ 细胞。 本研究首次

发现 ＣＫ 能够改善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过程，可能

与 ＣＫ 的抗炎免疫调节作用有关，为 ＣＫ 治疗心肌梗

死提供实验了依据。
（下转第 ４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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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 随着对

心血管疾病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内皮功能与心血管疾病密

切相关。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是构成冠心病发生、发展的

重要病理基础［１］ 。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导致血管内皮依

赖性异常、血小板聚集性增强、白细胞黏附于血管壁及平滑

肌增生，甚至血管痉挛、血栓形成、斑块破裂。 内皮功能障碍

不仅与冠心病有明确关系，而且是冠心病患者未来心血管事

件增加的一项独立预测指标。 本文对内皮功能障碍与冠心

病近年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１．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

血管内皮细胞是一层连续覆盖于整个血管腔表面的扁

平鳞状细胞，通过自身的结构（如紧密连接及黏附连接）调整

和收缩等方式调节血管壁的通透性，从而控制血液中的可溶

性物质如电解质、小分子物质及各种血浆大分子和血细胞成

分如白细胞、红细胞等进入内皮下组织，起选择性通透屏障

的作用。 其生理功能还包括：调节血管壁通透性及维持出凝

血功能平衡和血液流动状态；维持血管结构及平滑肌张力以

保持血管收缩及舒张平衡；调节血管生成及细胞增殖；介导

炎症与免疫反应；抑制血小板的黏附与聚集，调节脂质氧

化等。
２． 内皮功能检测

主要是通过观察内皮对乙酰胆碱等刺激产生的舒张反

应和检测内皮损伤循环标志物来反映内皮功能。
（１）冠状动脉造影法：经导管以递增剂量向冠状动脉注

射乙酰胆碱，通过定量血管造影检测冠状动脉血管内径的变

化率。 是内皮功能检测的标准方法。 内皮功能正常者， 受

乙酰胆碱的刺激，内皮细胞合成和释放的 ＮＯ、前列环素等物

质增多，冠状动脉会出现扩张反应；而存在内皮功能失调者，

例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扩张反应会减弱甚至变为收

缩反应。
（２）血流介导的血管扩张（ｆｌｏｗ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ｄｉｌａｔｉｏｎ，ＦＭＤ）：

血压计袖带充气阻断上臂血流一段时间后放开，造成肱动脉

反应性充血，采用高分辨率多普勒测定充血前后肱动脉内

径，以内径变化的百分率作为衡量内皮功能的指标。 动脉粥

样硬化功能性改变的极早期就可以检测出 ＦＭＤ 受损。
（３）直接测定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并分泌多种生物活性因

子的含量或代谢产物：内皮细胞释放大量的活性物质，包括

ＮＯ、ＰＧＩ２、ＥＤＨＦ、 ＥＴ、ＡｎｇⅡ、ＴＸＡ２、⁃ｔＰＡ、ＰＡＩ⁃ Ｉ 及 ｖＷＦ 等物

质。 可通过直接测量这些物质或测量后计算 ＮＯ ／ ＥＴ、ＰＧＩ２ ／
ＴＸＡ２ 的比值来了解内皮功能， 这是最直接的检测方法。 但

由于这些物质是局部分泌的，半衰期短且不全由内皮细胞分

泌， 故要谨慎评价其结果［２］ 。 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还有一

些新兴的血管内皮活化的替代标志物仍在不断涌现，如
ＹＫＬ⁃４０［３］ 、ＬＰ⁃ＰＬＡ２

［４］ 、ＥＭＰｓ２ ［５］ 、ＣＤ４０ 受体 ／ ＣＤ４０ 配体２
［６］ 及

ＬＯＸ⁃１［７］等，在冠心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预后中有着重要的

意义。
３． 内皮功能障碍与冠心病

内皮细胞在病理因素（ 如高血脂、氧自由基、吸烟及高

血流切应力等）的作用下，血管内皮合成和释放的多种血管

活性物质和细胞因子之间的平衡被打乱，如 ＮＯ 和 ＰＧＩ２ 的合

成减少或降解加快，而 ＥＴ 的合成增加等，导致其调节血管紧

张度、抗血小板和白细胞黏附、抗凝血等功能障碍，即所谓的

内皮功能障碍。 血管内皮是多种心血管疾病或危险因子作

用的靶器官，内皮功能障碍常伴发和加重心血管疾病，是动

脉粥样硬化最早期的改变，与冠心病有明确的关系， 是冠心

病患者未来心血管事件增加的一项独立的预测指标。
（１）内皮功能障碍与动脉粥样硬化：目前认为，血管内皮

功能失调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及吸烟等公认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均可导致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内皮功

能障碍通过促进血小板聚集，血管异常收缩，血栓形成及动

脉血管壁重塑等机制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
（２）内皮功能障碍与非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超过 ２０％

的心绞痛患者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并没有明显的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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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这主要由于冠状动脉内皮功能障碍导致心肌灌注缺损，
进而引起慢性和急性缺血性事件的发生。 梅奥诊所的一项

前瞻性研究［１］入选 １５７ 例轻度冠心病患者，通过对冠状动脉

前降支注射乙酰胆碱进行冠状动脉内皮功能测试，显示冠状

动脉内皮功能障碍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预测因子。
（３）内皮功能障碍与稳定型冠心病：内皮功能障碍是稳

定型冠心病患者出现症状和发生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

素。 血浆中内皮微粒（ＥＭＰｓ）不仅可以反映血管内皮细胞的

功能状态，而且通过影响内皮功能障碍、炎症反应、血栓形成

等多种途径促进冠心病的发生、发展。 张子新等［８］ 选择稳定

型冠心病患者 ５０ 例和健康志愿者 ２０ 例，采用流式细胞术检

测两组患者（ＥＭＰ）水平，结果表明冠心病组患者血浆中内皮

微粒（ＥＭＰ）较对照组显著增高［ ８］ 。
（４）内皮功能障碍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ＡＣＳ）是冠状动脉不稳定斑块破裂继而血栓形成

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ＳＴ 段抬高的急性

心肌梗死和非 ＳＴ 段抬高的急性心肌梗死。 目前普遍认为，
在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时，一方面粥样硬化的冠状动脉内皮产

生 ＮＯ 减少，产生 ＥＴ、ＡｎｇⅡ及其他缩血管物质增加，使冠状

动脉严重收缩，同时 ＮＯ 的抗血小板作用丧失且内皮合成及

分泌 ＰＡ、ＰＡＩ 等其他活性因子的功能失调致使血小板聚集、
血栓形成；另一方面内皮功能障碍可以导致冠状动脉血管张

力调节机能受损，冠状动脉血管壁重塑，而且冠状动脉存在

的局部炎性状态影响内皮功能，可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更容易破裂，血小板活化和聚集，冠状动脉血管痉挛，调节功

能受损，继而加速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从而导致不稳定型心绞

痛或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
（５）内皮功能障碍与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冠状动脉介

入术是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段。 金属裸支架的置入能够明

显改善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管壁夹层导致的急性闭塞，同时

阻止术后弹性回缩，但是，在支架置入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

造成内皮剥脱和功能失调， 使支架内再狭窄率很高。 支架

置入使舒血管物质如 ＮＯ、ＰＧＩ２ 等释放减少，ＥＴ、Ａｎｇ Ⅱ等缩

血管物质生成增多，加之此时血管平滑肌对乙酰胆碱、Ｐ 物

质等刺激逆转为收缩反应，导致冠状动脉痉挛、收缩。 正常

情况下，内皮细胞释放的生长因子和生长抑制因子之间形成

一个动态平衡，支架置入后，内皮细胞受到损伤，这一平衡也

被打破，结果生长刺激因子活性占优势，从而导致血管平滑

肌细胞增殖、转型和迁移，是支架置入术后再狭窄形成的关

键环节。 药物洗脱支架表面涂覆有聚合物涂层和药物，可有

效阻止新生内膜的增生，显著降低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率，
然而，目前众多研究认为药物洗脱支架在抑制内膜过度增殖

的同时也抑制血管内皮功能，导致内皮化障碍，同时多聚物

涂层引起的内膜炎症及过敏反应可导致支架内早期和晚期

血栓，甚至迟发晚期血栓的显著增加［９］ 。 近年来生物可吸收

支架由于可以在体内逐渐吸收，不会有任何移置物残留动脉

内，既在短期内保证更低的干预部位血管内皮过度增生和再

狭窄，又在长期的过程中避免因免疫抑制药物的刺激引起炎

症及变态反应，保证血管内皮结构和功能的正常化，目前开

始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１０］ 。 有研究表明生物可吸收支架

置入 １ 年后，血管内超声显示支架节段远端冠状动脉舒缩活

动存在异常反应，置入 ２ 年后随着支架降解，支架远端显示

内皮依赖和非依赖的血管舒缩功能明显改善［１１］ 。 因此，尽
管生物可吸收支架置入短期内冠状动脉内皮功能可能受损，
但远期可能具有良好的前景。

（６）内皮功能障碍与心力衰竭：冠心病患者由于常常合

并高血压，肥胖或心肌肥厚，同时心肌中 ＮＯ 生物利用度减

少，因此常常出现舒张功能不全。 ＮＯ 不仅是内皮细胞产生

的重要舒血管物质，在心肌细胞中同样重要。 研究发现冠心

病患者有较高的舒张功能不全的发生率，与由 ＦＭＤ 估测到

的内皮功能失调一致。 另外，冠心病患者心肌损害不仅限于

舒张功能不全，而且由于心肌坏死性重构导致收缩功能不

全。 有研究报道，急性心肌梗死后内皮功能失调可以影响心

肌重构［１２］ 。 独立于心力衰竭的起始机制，内皮功能障碍在

疾病的进展和临床转归中起着重要作用［１３］ 。 每搏量减少使

内皮剪应力下降，继而 ＮＯ 合成酶基因表达失调，最终 ＮＯ 生

物利用度减少。 由肱动脉 ＦＭＤ 测得的内皮功能失调在心力

衰竭患者中已经显示作为 ＣＲＴ 置入前反应好的一个预测因

子。 而且研究表明 ＣＲＴ 置入后内皮功能改善与心功能改善

相一致［１４］ 。 另外有研究表明 ＣＲＴ 可以提高心力衰竭患者的

内皮功能，并与增加的心输出量相关，可能与内皮剪切力增

加有关［１５］ 。 这或许是 ＣＲＴ 可以改善心衰症状的机制之一。
４． 内皮功能障碍的治疗：内皮功能障碍可以通过药理和

非药理方法得到改善。 非药理方法包括适当运动、戒烟等改

变生活方式；控制与冠心病有关的主要危险因素，如高血压、
高脂血症、糖尿病等。 药理方法包括抗氧化剂，补充外源性

的 ＮＯ、硝酸甘油、Ｌ２Ａｒｇ， ＮＯＳ， ＰＧＩ２ 类似物等替代疗法，他
汀类药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钙拮抗剂及

等。 近年来随着细胞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一些新的防治策略

和方法例如内皮种植，转染内皮细胞的基因治疗正不断

涌现。
（１）抗氧化治疗：超氧自由基可以降低膜脂质流动性，使

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增高，直接损伤内皮细胞。 理论上抗氧化

剂可起到对细胞的保护作用。 其机制可能是防止 ＬＤＬ 氧化、
减少 ＮＯ 降解及单核细胞吸附等。 积极的抗氧化维生素治

疗，可通过清除超氧化阴离子等氧源性自由基，降低氧化压

力，减少脂质过氧化和内皮毒性物质的生成，增加 ＮＯ 的含

量或提高其生物利用度，逆转和改善内皮功能障碍［１６］ 。 近

３０ 年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循证医学研究证实后，除了

普罗布考和维生素 Ｅ 以外，其他抗氧化剂基本上已经被

淘汰。
（２）替代疗法：补充 ＮＯ 合成的底物 Ｌ２Ａｒｇ 可以增加 ＮＯ

的合成，改善内皮功能障碍；给予硝酸酯类药，在体内经过一

系列反应最终形成 ＮＯ，被认为是硝酸甘油等起效的主要

原因。
（３）他汀类药物：脂质是损失内皮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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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ＯＸ⁃ＬＤＬ）及脂蛋白（ａ）水平与动

脉粥样硬化早期内皮功能的损伤程度有直接的相关关系。
目前认为他汀类药物通过上调内皮细胞 ｅＮＯＳ 的表达、提高

ＮＯ 的生物活性改善受损的血管内皮功能，且具有稳定动脉

粥样斑块，防止其扩大的作用。
（４）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ＡＣＥＩ 除降压作

用外，可抑制血管内 ＡｎｇⅡ和 ＥＴ⁃Ⅰ的生成，增加缓激肽的浓

度以及降低 ＡｎｇＩＩ 介导超氧阴离子的产生，从而减少 ＮＯ 的

分解，改善内皮功能。
（５）钙离子拮抗剂（ＣＣＢ）：ＣＣＢ 治疗冠心病不仅降压效

果好而且改善内皮功能，减少心血管事件。 可能机制为：促
进 ＮＯ 的合成；提高 ＮＯ 对血管平滑肌的舒张作用；抗血小板

聚集；清除自由基及抗氧化能力。
（６）内皮种植及基因治疗：该法可能成为改善内皮功能

最有前景的治疗方法。 许多学者正研究将自体血管内皮细

胞培养后经导管种植在剥脱内皮的血管上，从而达到改善内

皮功能的目的；另有学者将 ｅＮＯＳ 基因转移到自身的冠状动

脉血管内皮上，以期合成更多的 ＮＯ。 研究表明 ｉＮＯＳ 转基因

可有效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早期胆固醇增高引起的内皮细胞

功能损伤，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１７］ 。
５． 结语

内皮功能障碍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但触发内皮功能障碍的确切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 寻找

客观、可靠、准确运用检测内皮功能的方法评价血管内皮功

能损伤的程度，并采取综合防治策略和方法逆转内皮功能障

碍对减少冠心病的发病率，死亡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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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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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

改变以及诊断技术的发展，心血管病已成为三大非传染疾病

（ＮＣＤ）之一，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

资料［１］显示，心血管病死率的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

疾病死亡率上升所致。 如何早期对冠状动脉疾病，尤其是冠

状动脉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识别并进行有效诊疗是一项重

大的课题。 活化的血小板是冠状动脉疾病的治疗靶点，影响

着疾病的转归［２］ 。 近年，相关文献提示血小板形态与冠状动

脉疾病严重程度存在明显相关性，本文特就该方面研究进行

综述。
１． 冠心病流行病学

目前全世界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预防和诊疗形势

依旧很严峻。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ＡＨＡ 发布的《心脏病和卒中统计

数据》 ［３］数据显示，归因于所有心血管疾病的年龄标化死亡

率是 ２３６ ６ ／ １０ 万，其中冠心病为 １１３ ６ ／ １０ 万，具体而言，在
美国每 ６ 例死亡中就有 １ 例死于冠心病。 冠心病已经成为

全世界死亡率最常见的原因［７］ 。 而由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的流行，我国心血管尤其是冠心病的防治工作依然任重道

远。 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２０１４》 ［１］ 资料显示，中国心血

管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每 ５ 个成人中有 １ 名患心血管

病。 在冠心病方面，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２００８ 年中国大陆有 １０３１ ５９ 万人患缺血性心脏病。 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３ 年冠心病病死率，尤其是心肌梗死病死率总体上呈

上升趋势。 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已经严重影响中国乃

至全球居民的健康，毫无疑问，早期的识别、干预是冠心病最

好的治疗。
２． 血小板形态

血小板形态包括：血小板平均体积（ＭＰＶ）、血小板分布

宽度（ＰＤＷ）及大血小板比率（Ｐ⁃ＬＣＲ）。 ＭＰＶ 代表平均血小

板体积大小，主要反映骨髓中巨核细胞的增生、代谢及血小

板生成情况，它是血小板功能和活化的标志，在动脉粥样硬

化性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４⁃５］ 。 ＰＤＷ 代

表血小板平均体积分布宽度，是反映血小板体积异质性的参

数，增高表示血小板大小悬殊，它是反应血小板激活状态的

敏感指标［６］ 。 Ｐ⁃ＬＣＲ 是指血小板体积 ＞ １２ｆＬ 的血小板所占

的比率，是评价血小板形态的重要参数，反映了血液中血小

板的活化状态［８］ ，与冠心病发生有密切关系［９⁃１０］ 。 总之，相
关研究提示 ＰＤＷ、ＭＰＶ、Ｐ⁃ＬＣＲ 增高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重

要特征［１１］ 。
３． 血小板形态与冠状动脉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研究

近年来很多相关研究报道了血小板形态指标与冠心病

的联系，目前关于血小板形态各项参数与冠心病及其预后等

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否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存在

相关性方面研究亦较少，值得进一步关注。
（１）同时纳入血小板形态多项指标 　 国内任洁等［１２］ 一

项研究，关注了血小板形态各项指标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

度之间相关性，该研究入选诊断为不稳定型心绞痛并行冠状

动脉造影术的患者 １９８ 例，采用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作为评估冠状

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指标，检测所有患者血小板形态指标、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及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结果显示，ＭＰＶ、ＰＤＷ 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呈正相关，并且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同样呈正

相关，但大血小板比率和血小板压积并未随着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的增高而增高。 但该研究入选例数较少、单中心使得研究结

果存在一定局限性，并且为了避免冠状动脉血管斑块破裂引

起继发性血小板参数的改变，该研究并未纳入心肌梗死患

者，只关注了不稳定性心绞痛人群。 但是在近些年研究［１３⁃１４］

中证实，在 ＳＴ 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中，血小板

形态指标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存在显著相关性，并且可以作

为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Ａｋｉｎ 等［１５］探究了血小板形态指标与急性 ＳＴ 段抬高性

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该研究入选 ４８４ 例 ＳＴＥＭＩ 患者及 ８１ 例对照组，使用 ＳＹＮ⁃
ＴＡＸ 评分评估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结果显示 ＳＴＥＭＩ 组 ＭＰＶ、
ＰＤＷ 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显示 ＰＤＷ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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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结果成明显正相关性，提示血小板形态指标可

以作为 ＳＴＥＭＩ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预测因素，尤其是

ＰＤＷ 指标。
目前将血小板形态指标全部纳入探究与冠状动脉病变

严重程度相关性的临床研究相对较少，近些年研究常常选用

血小板形态其中一项指标，探究是否与冠状动脉疾病严重程

度存在相关性。
（２）血小板平均体积（ｍ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ＭＰＶ）　 平均

血小板体积被认为是血小板活化的一项敏感指标［１６］ ，近年

研究［１７⁃１９］认为其指标的变化与冠心病存在明显相关性，但是

否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相关值得探究。
Ｍｕｒａｔ 等［２０］ 入选 ３９３ 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患

者，使用 Ｇｅｎｓｉｎｉ 和 Ｓｙｎｔａｘ 两种评分评估冠状动脉病变，结果

发现 ＭＰＶ 指标与冠状动脉病变评分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

性，并且多支病变患者 ＭＰＶ 水平要高于单支病变患者。 该

研究结果显示：高水平 ＭＰＶ 可作为 ＡＣＳ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

严重程度的评估指标。 Ｄｏｇａｎ 等［２１］ 入选 ３４４ 例 ＮＳＴＥ⁃ＡＣＳ
并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探究 ＭＰＶ 与罪犯血管病变程度

之间相关性，该研究将入选人群分为高 ＭＰＶ 组和低 ＭＰＶ
组，结果显示高 ＭＰＶ 组罪犯血管病变程度明显高于低 ＭＰＶ
组，并且提示 ＭＰＶ 在 ９ ９ｆｌ 水平时可作为存在病变程度 ＞
８０％的罪犯血管的 ｃｕｔ⁃ｏｆｆ 值。

对于在特殊人群中 ＭＰＶ 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相

关性，Ｓａｈｉｎ 等 ［２２］探究了在糖尿病人群中，ＭＰＶ 与 ＳＴＥＭＩ 患
者病变严重程度之间相关性，该研究将 ９１２ 例 ＳＴＥＭＩ 患者分

为高 ＭＰＶ 组、中 ＭＰＶ 组和低 ＭＰＶ 组，使用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来

评估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结果显示，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在高

ＭＰＶ 组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同时中 ＭＰＶ 组高于低 ＭＰＶ 组，
同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ＭＰＶ 与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明显相关

性（Ｂ ＝ ０  ２１６， Ｐ ＜ ０  ００１）。
总之，近些年研究认为，ＭＰＶ 均可作为评估冠状动脉疾

病严重程度的一项简易评估指标。
（３）血小板分布宽度（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ｄｔｈ，ＰＤＷ） 　

血小板分布宽度同样被认为是血小板活性增高的一项敏感

因素，关于 ＰＤＷ 与冠心病相关性的研究较少，但近年研究仍

旧提示 ＰＤＷ 与冠状动脉疾病病变程度存在相关性。
Ｂｅｋｌｅｒ 等［２３］探究了 ＰＤＷ 与冠状动脉病变的相关性，该

研究分为高 ＰＤＷ 组（≥１７％ ）和低 ＰＤＷ 组（ ＜ １７％ ）两组，
使用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评估病变严重程度，结果显示高 ＰＤＷ 组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更高，并且在高 ＰＤＷ 组，ＰＤＷ 水平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
分呈正相关。 Ｖａｔａｎｋｕｌｕ 等［２４］ 探究了 ＰＤＷ 是否与冠状动脉

完全闭塞病变（ＣＴＯ）存在相关性。 结果显示：ＣＴＯ（ ＋ ）组患

者相比 ＣＴＯ（⁃）组 ＰＤＷ 明显增高，ＰＤＷ≥１５ ７％可以作为判

断是否存在 ＣＴＯ 的一项标准（敏感性 ６４％ ，特异性 ６６％ ），
该研究提示 ＰＤＷ 可以作为一项简单易行的方式去判断是否

存在 ＣＴＯ 病变。
然而，Ｄｅ Ｌｕｃａ 等［２５］ 则否定了 ＰＤＷ 水平与冠心病病变

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该研究入选 １ ８８２ 例行冠状动脉造影患

者，根据 ＰＤＷ 水平分为三组，并根据患者病变血管支数、病
变部位、病变类型、ＴＩＭＩ 血流分级统计各组例数，结果显示

ＰＤＷ 与冠心病程度无明确相关性。 对于研究结果，该研究

认为大血小板比例升高并不一定预示着血小板功能的激活，
进而与冠心病程度相关，反而有可能因为血小板功能不成熟

而影响血小板粘附聚集功能。
（４）大血小板比率（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ｌａｒｇｅ ｃｅｌｌ ｒａｔｉｏ，Ｐ⁃ＬＣＲ） 　 大

血小板比率（Ｐ⁃ＬＣＲ）是评价血小板形态的重要参数，反映

了血液中血小板的活化状态，为临床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

信息。 Ｒｅｃｈｃｉńｓｋｉ 等［２６］探究了 Ｐ⁃ＬＣＲ 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ＡＣＳ）发病及病变程度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证实，与健

康对照组相比，ＡＣＳ 患者 Ｐ⁃ＬＣＲ 明显升高，但在 Ｐ⁃ＬＣＲ 与

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而在 Ｄｅ Ｌｕｃａ 等［２７］同样的探究了大血小板比率与冠心

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Ｐ⁃ＬＣＲ 与冠心病病变程度

无直接关系。 在国内王建飞等［８］ 同样探究了 Ｐ⁃ＬＣＲ 与冠状

动脉病变程度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入选 １３６ 例 ＡＣＳ 并行冠状

动脉造影的患者，根据冠状动脉病变血管数进行分组，结果

发现 Ｐ⁃ＬＣＲ 与病变血管数并无明显相关性。
关于 Ｐ⁃ＬＣＲ 与冠状动脉疾病相关性研究近年较少，并且

使用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和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来评估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

度与 Ｐ⁃ＬＣＲ 之间相关性的大型研究同样较少，但作为评价血

小板活性的重要指标，对于评估冠状动脉疾病同样有重要的

价值，需要大型临床研究进一步探究。
（５）血小板形态代表血小板活性机制　 血小板活化是血

栓形成的始动和关键因素，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早期和冠状

动脉血栓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可导致 ＡＣＳ 等动脉血管闭塞

事件的发生［２８］ 。 在 ＡＣＳ 患者中，随着冠状动脉内膜的损伤

和粥样斑块的破裂，血小板激活并黏附于内膜裸露的胶原，
激活凝血途径，机体形成纤维素和内皮下纤维连接蛋白共同

使聚集的血小板黏附于受损的内膜表面，促进血栓形成和冠

状动脉局部阻塞［２９］ 。 冠状动脉内血栓形成导致 ＰＬＴ 大量消

耗，ＰＬＴ 迅速下降，骨髓造血组织中的巨核细胞代偿性释放

新生血小板入血，这些新生血小板体积大，含有较丰富的糖

原、蛋白质、酶及血小板颗粒，从而导致 ＭＰＶ、ＰＤＷ 及 Ｐ⁃ＬＣＲ
等指标的升高［３０］ ，并且有研究［３１］ 证实，血小板活性越高，即
新生血小板越多，则与冠状动脉粥样进展程度相关，这或许

可以解释代表血小板活性的血小板形态指标随着冠状动脉

病变程度的加重而升高。
对于血小板形态改变与冠状动脉疾病相关性的机制，有

研究［３２⁃３３］则认为可能与炎症机制相关，炎症可加速骨髓中的

血小板减少，从而导致血液循环中血小板的异质性改变，进
一步引起血小板激活而影响粘附聚集功能，从而引发粥样硬

化斑块形成与进展。
简而言之，血小板在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过程中起

到重要的作用［３４］ ，大血小板具有更高的活性及血栓潜力，在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病变起始与进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

６８４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５ 卷第 ６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６



要的作用［３５］ 。
总之，血小板形态在多项研究中证实与冠状动脉疾病发

生、发展及其预后相关，尤其是血小板平均体积、血小板分布

宽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冠状动脉疾病严重程度，联合检测

上述指标对判断患者病情、指导临床治疗有较大益处。 但目

前仍缺乏大型临床研究将血小板形态指标全部纳入其中评

估其作用价值，未来值得探究。 另外，糖尿病肾病、肿瘤、肝
功能不全等特殊人群均对血小板形态指标产生影响［３７］ ，有
研究证实在糖尿病肾病人群中，血小板形态发生明显改

变［３６］ ，是否可以从特殊人群角度出发分析血小板形态改变

与冠状动脉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性也是未来值得探究的方面。
血小板形态作为廉价、简易的指标，在心血管疾病评估方面

的价值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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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血管手术体外循环（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ＣＰＢ）期

间，多种因素导致的血小板激活、血小板功能损伤、纤维蛋白

溶解以及凝血因子的消耗等是术后出血量大，用血量多大主

要原因。 尤其是对于需要经历较长时间 ＣＰＢ 运转，甚至需要

经历深低温停循环（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ｒｍｉ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ｒｒｅｓｔ，
ＰＨＣＡ）的大血管手术，术后凝血功能障碍是其非常常见的并

发症。 相比较于传统的血液保护措施，术中自体血小板分离

（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ｐｈｅｒｅｓｉｓ，ＡＰＰ）技术的优点是因可保留部

分血小板及血浆不受 ＣＰＢ 的影响，可在 ＣＰＢ 结束后回输给

患者以发挥止血功能而应用于心血管手术之中。 本文即对

ＡＰＰ 技术在大血管手术中的应用做一综述。
１． 背景

近年来，主动脉夹层（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Ｄ），动脉瘤等大

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此类患者每年约为心脏

疾病的 ２０ ～ １００ ／ １０ 万［ １ ］ 。 大血管疾病病情危重，手术复杂，
手术多需在 ＣＰＢ，甚至 ＰＨＣＡ 支持下完成，围术期对异体血

液制品需求量较大。 造成大血管手术止血困难，用血量大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血管的完整性、外科操作、深低温停循

环、缺血再灌注、大量液体复苏导致的凝血因子稀释、肝素使

用剂量以及体外循环运转时间等影响［ ２ ］ 。 血液短缺影响手

术进行已成为全球问题，据 ２０１０ 年统计，美国每年外科手术

红细胞输注量达到 １ ５ 亿 Ｕ，并且仍有逐年上涨趋势，而提

供的血源量却在下降，并且因心血管手术数量的增加，心脏

手术的用血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３ ］ 。 为避免患者因血液短缺

而丧失手术救治的机会，有效的血液保护措施急需引入大血

管手术中。
２． 传统的血液保护措施在大血管手术中的作用

传统的血液保护措施包括：术前自身储血、术中急性等

容血液稀释、术中术后血液回收（ｃｅｌｌ ｓａｖｅｒ）和止血药物应用

等。 有研究表明以上血液保护措施对经历深低温停循环的

大血管手术存在多种限制［ ４ ］ ，对出血量较多的手术该血液

保护措施力度有限［ ５ ］ ，如临床常用的血液回收机回收的红

细胞因丢失了血浆及凝血因子而导致患者凝血功能紊乱反

而增加出血量［ ６ ］ ，２００９ 年，Ｗａｎｇ 等一项对心脏手术中应用

血液回收机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证实，血液回收可降低术中异

体血的应用量，但血液回收机的应用对术后患者心血管系统

并发症，如中风、肾功能不全等的改善作用仍需临床研

究［ ７ ］ 。 术前等容血液稀释及自体储血措施均受到患者本身

低血红蛋白水平的限制，采血力度也受到限制。 而止血药物

的血液保护力度有限，因此针对以上血液保护措施的特点，
结合血液短缺及经历 ＰＨＣＡ 的大血管手术用血量大的特点，
急需确切有效的血液保护措施来保障该类患者围术期的安

全性及预后。 ＡＰＰ 技术因可保留部分血小板与血浆而在此

领域被临床重新关注。
３． 自体血小板分离技术

（１）自体血小板分离技术的特点及优势　 ＡＰＰ 技术是将

高危出血手术患者麻醉后的部分自体血分离为贫血小板血

浆（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ｐｏｏｒ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ＰＰ）、富血小板血浆 （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ｒｉｃｈ
ｐｌａｓｍａ，ＰＲＰ）和浓缩红细胞（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ＲＢＣｓ）三部分，其
中浓缩红细胞和贫血小板血浆在分离血小板的同时酌情回

输给患者，保证患者的携氧能力，而富血小板血浆是待体外

循环结束鱼精蛋白中和肝素后再回输给患者，可使未受损的

血小板及多种凝血因子迅速参与凝血过程，避免或减少术后

出血，达到血液保护的目的［ ８ ］ 。 血液采集是在麻醉诱导完

成后经中心静脉导管采血，即静脉导管体外开口端与机器血

液收集管道直接相连， 枸橼酸⁃葡萄糖抗凝溶液（ａｃｉｄ ｃｉｔｒａｔｅ
ｄｅｘｔｒｏｓｅ， ＡＣＤ）在管道中与血液相混，进入机器的血液经离

心分离为富血小板血浆（ＰＲＰ）、贫血小板血浆（ＰＰＰ）、浓缩

红细胞（ＲＢＣｓ）三部分。 在采血的同时经外周静脉补充晶 ／
胶体液，酌情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来维持血液动力学的稳定。
在采血的同时即可根据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进行红细胞回

输，因此，对于术前血红蛋白较低的患者仍可进行血液分离，
保留血浆及血小板，为手术后期止血发挥功效。 输注自体分

离血制品，可以避免由输注异体血所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
如非溶血性发热反应、ＨＬＡ（人类白细胞抗原）同种免疫、输
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ＴＡ⁃ＧＶＨＤ）、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

（ＡＲＤＳ）、亲白细胞性病毒传播及潜伏病毒的激活、输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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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抑制等。
（２）自体血小板分离技术的发展　 １９７７ 年，Ｈａｒｋｅ 等［ ９ ］

首次报道，１７ 例长时间手术操作的心脏手术患者应用术中自

体血小板回输，发现其血小板功能明显改善，术后出血量也

明显减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ＡＰＰ 技术的研究达到高潮，多数

研究对象为经历 ＣＰＢ 进行冠状动脉搭桥和 ／或瓣膜置换手术

患者，其结果不尽相同。 多数研究结果认为，ＡＰＰ 技术提高

了心脏手术患者血小板的聚集功能，改善了患者相关凝血指

标，减少了异体血的输注，也证实了在接受 ＰＲＰ 回输以后的

患者出血量和输血量都有所下降［ １０ ⁃ １１ ］ 。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等［ １２ ］

对血管旁路移植患者采用血小板分离技术，在体外循环前 ３
次分离采集全身循环血量 ２０％的血小板，ＣＰＢ 后输入，６０ 例

患者中仅 １ 例失败。 结果发现患者的胸腔引流量和库血输

入量明显减少，人工呼吸机应用时间缩短。 Ｔｏｍａｒ 等［ １３ ］ 通

过血小板分离技术也使心脏手术输注库血量减少约 ５０％ ，若
联合使用小剂量的抑肽酶，对于长时间 ＣＰＢ 运转的心脏手术

也能起到减少输血的效果［ １４ ］ 。 德克萨斯洲立大学 Ｚｈｏｕ
等［ １５ ］对 ２７８ 例经历 ＰＨＣＡ 大血管手术患者采用 ＡＰＰ 技术进

行研究，平均采血量约 １５ｍＬ ／ ｋｇ，采血的同时将分离的红细

胞回输，术后 ７２ｈ 较非 ＡＰＰ 组节约用血量为：ＰＲＢＣ ３ ９Ｕ，
ＦＦＰ ４ ５Ｕ，血小板 ４ ６Ｕ，不输血者占 １９ ２％ ，同时降低了患

者机械通气时间及 ＩＣＵ 停留时间，但两组术后并发症和死亡

率无差别。 然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ＡＰＰ 技术非但没有降低

围术期出血量和异体血的应用，反而增加了血小板分离过程

中血流动力学不平稳的风险［ １６ ⁃ １７ ］ 。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ｌ 等［ １８ ］ 近期

对经历冠状动脉搭桥或主动脉瓣置换手术的研究认为，术前

采集自体血（约 １０ｍＬ ／ ｋｇ），无论是否进行血液分离，围术期

出血量、术后短期并发症并无显著性差异，甚至采集自体血

组与未采集组在异体血输注方面也无差异，追究其原因，可
能与术前采血量不足有关。

４． 自体血小板分离技术血液保护的机制

（１）体外循环对血小板的影响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体
外循环（ＣＰＢ）心脏手术对凝血机制的影响主要是血小板经

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途径被激活，从而发生黏附、聚集、收缩及

释放等反应，导致术后血小板数量减少和功能障碍，同时还

伴有凝血因子的消耗。 由于 ＣＰＢ 对血小板的破坏，血小板计

数显著下降，可减少到转流前值的 ３４％ ～ ５０％ ，且崩解型血

小板数量显著升高，在鱼精蛋白中和肝素后降至最低点，大
大降低了术后患者的凝血功能，并且随着 ＣＢＰ 转流时间延

长，各种血细胞和血小板受损程度加重［ １９ ］ ，ＣＰＢ 停止后血小

板数量及功能均恢复缓慢，尤其对于经历 ＰＨＣＡ 的患者［ ２０ ］ 。
血小板膜损伤，膜表面糖蛋白结构改变或丢失均与血小板活

化和功能损害有关。 血小板功能损害与数量减少相比，功能

损害对凝血机制的影响更为重要。 ＣＰＢ 运转期间血小板激

活后还释放可溶性 ＣＤ４０ 配体，促进血栓形成和炎症反应。
此外，血小板表面肾上腺素能受体明显减少，导致血小板聚

集功能下降。 血小板的这些变化参与了术后出血及并发症

的发生［ ２１ ］ 。

（２）富血小板血浆发挥作用的机制 　 在 ＣＰＢ 前利用快

速自体血小板分离技术将部分血小板从患者全血中分离出

来，制成单采血小板或 ＰＲＰ，利用其高效率的血小板分离提

取功能，ＣＰＢ 开始前将其保存，保护血小板及多种凝血因子

免遭 ＣＰＢ 运转过程中各种有害因素的刺激与破坏，从而最大

限度地保护血小板功能及凝血因子。 在 ＣＰＢ 结束、鱼精蛋白

中和肝素后 ＰＲＰ 输回患者体内，保存的血小板及多种凝血因

子迅速参与凝血过程，使术后凝血功能得以迅速恢复，及时

发挥止血作用，减少术后出血，减少或避免输异体血，以达到

血小板数量和功能的双重保护作用［ ８， ２２ ］ 。 但需要特别注意

ＡＰＰ 技术时分离 ＰＲＰ 的质量控制。
血小板分离技术的血液保护作用，主要取决于分离所得

的血小板总量，分离保存的血小板数量越多，回输后对血中

血小板计数的提升越明显，能够发挥正常凝血功能的血小板

就越多；对于血小板分离术究竞需要分离提取多少血小板才

能起到明显的血液保护作用，目前尚无一致意见。 ＳＣＡ２０１１
版血液保护指南中明确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 ＡＰＰ 技术的

优势，一方面要合理地选择适应症，另一方面要保证血液分

离后血小板的数量［ ２３ ］ 。 自体分离血小板应含有至少一个标

准分离单位，即 ３ ０ × １０１１个，且应该在 ６０ ～ ９０ｍｉｎ 内分离完

成［ ２４ ］ 。 一般认为分离保存的血小板总数量应占全身循环中

血小板总数的 ２０％ ～ ３０％ （血小板估计值 ＝ 估计血容量 ×
术前血小板计数），方可达到临床节约用血的目的。

（３）富血小板血浆存储过程中的功能特性变化　 分离后

的血小板在存储过程中，由于血小板的激活和死亡可导致血

小板输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下降，存储中损伤表现为血小板

Ｐ 选择素的表达增加、ＣＤ４０ 配体（ＣＤ４０Ｌ）、ＣＣＬ５（ＲＡＮＴＥＳ）、
ＣＸＣＲ４（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４）、ＴＧＦ⁃β 及 ＣＸＣＬ８（ ＩＬ⁃８）等 因子表

达的改变［ ２５ ］ 。 这些变化均将影响血小板的止血功能，因此，
分离后的血小板需要特殊的保存技术与环境，即放置血库严

格（２２ ± ２）℃振荡下保存，直至输注入患者体内。
５． 自体血小板分离技术不足之处

由于 ＡＰＰ 技术的应用对采集血液的质与量均有要求，因
此，目前 ＡＰＰ 技术应用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如采血分离过

程没有氧代谢和凝血功能监测，仅按照患者体质量来估测采

血量，对患者存在安全隐患。 多数研究者将分离血液所得红

细胞即刻回输，没有达到最大程度地分离和保存血液成分的

目的，并且对 ＡＰＰ 技术是否能降低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目
前仍无确切结果［ １１ ］ 。 因此，按患者氧动力学和血栓弹力图

进行氧代谢和凝血功能的实时监测，将会大大提高患者的安

全性，并能最大程度地发挥 ＡＰＰ 技术的优势。
６． 展望

血小板分离技术是在现代输血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术中血液保护的一种特殊方法，可与其他血液保护技术联

合使用，来增强血液保护效果，在大血管手术中具有极高的

应用价值。 ＳＣＡ２０１１ 年版血液保护指南中强调了血小板分

离技术的作用，认为血小板分离术是高危出血患者重要的血

液保护措施（Ｃｌａｓｓ ＩＩａ，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但仍需要在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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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患者围术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２３ ］ 。 ＡＰＰ 技术在 ＰＨＣＡ
大血管手术中应用的报道较少，应加强在大血管手术中应用

的研究，另外应对 ＡＰＰ 技术进行改良，使之更加安全有效，也
是今后临床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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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抑癌基因 ＡＲＭＣ５与肾上腺相关高血压关系
研究进展

匡泽民　 王 瑛　 罗迪贤　 王绿娅

　 　 ［关键词］ 　 高血压，继发性；原发性双侧肾上腺大结节样增生； 库欣综合征； ＡＲＭＣ５；早期诊断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０６⁃４９２⁃０３

　 　 继发性高血压是因有明确疾病影响而导致血压升高，其
中肾上腺相关高血压具有隐蔽性、发病快及危害大的特点，
对患者生命造成了严重威胁［１］ 。 库欣综合征（ ｃｕｓｈｉｎｇ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ＣＳ）是肾上腺相关高血压病因之一，原发性双侧肾上

腺大结节样增生（ｐｒｉｍａｒｙ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ａｃｒｏｎｏｄｕｌａｒ ａｄｒｅｎａｌ ｈｙｐｅｒ⁃
ｐｌａｓｉａ，ＰＢＭＡＨ）通常表现为肾上腺大结节和皮质醇分泌增

多，但具体发病机制不清楚。 ２０１３ 年，Ａｓｓｉｅ 等［２］ 首次在

ＰＢＭＡＨ 患者中发现 ＡＲＭＣ５ 基因突变，揭开了 ＡＲＭＣ５ 与

ＰＢＭＡＨ 的研究序幕。 近期研究表明，ＡＲＭＣ５ 通过减少细胞

凋亡形成肾上腺大结节，调控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使皮质醇

分泌增多［３］ 。 本文就抑癌基因 ＡＲＭＣ５ 与肾上腺相关高血压

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重点阐述 ＡＲＭＣ５ 与 ＰＢＭＡＨ 的关系，
以提高对此类疾病早期诊断的关注，为继发性高血压筛查提

供新思路。
１． 肾上腺相关高血压分类与危害　 肾上腺相关高血压

是由于肾上腺结构和功能异常导致相关激素异常分泌而引

起血压升高，主要包括库欣综合征（ＣＳ）、原发性醛固酮增多

症（ＰＡ）、嗜铬细胞瘤（ＰＨＥＯ）等。 由于肾上腺相关高血压患

者靶器官损害及发生心肾并发症的危险增加，ＰＡ 患者更易

发生心肌肥厚、中风和心肌梗死，皮质醇增多症及嗜铬细胞

瘤对心脏、脂代谢、血液系统等危害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早期

识别并给予相关治疗对预防并发症、甚至有可能逆转心血管

损害。 ＰＢＭＡＨ 曾被命名为非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依赖性肾上

腺大结节增生（ＡＣＴＨ⁃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ｃｒｏｎｏｄｕｌａｒ ａｄｒｅｎａｌ ｈｙｐｅｒ⁃
ｐｌａｓｉａ，ＡＩＭＡＨ），但 Ｌｏｕｉｓｅｔ 等［４］报道，在 ＰＢＭＡＨ 中皮质醇分

泌并非真正与 ＡＣＴＨ 无关，由肾上腺皮质肿瘤细胞表达产生

异位 ＡＣＴＨ，其以旁分泌和自分泌的方式刺激皮质醇分泌。

由于 ＡＣＴＨ 在肾上腺大结节增生中起着重要作用，故将其名

称更正为 ＰＢＭＡＨ［５⁃７］ 。 ＡＲＭＣ５ 突变正是通过调控异位

ＡＣＴＨ 受体影响皮质醇合成，ＰＢＭＡＨ 患者高皮质醇状态持

续时间越长，后期即使得到纠正，患者的预期寿命仍显著下

降，故早期筛查和诊断对此类患者至关重要［８］ 。
２． 抑癌基因 ＡＲＭＣ５ 概述　 ＡＲＭＣ５（ａｒｍａｄｉｌｌｏ ｒｅｐｅａｔ ｃｏｎ⁃

ｔａｉｎｉｎｇ ５）基因是定位于 １６ｐ 染色体短臂（１６ｐ１１ ２）上的一种

抑癌基因（图 １），其碱基对从 ３１４５８２７３ 到 ３１４６７１６７ 共包括

８８９５ 对碱基。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 ＡＲＭＣ５ 结构或功能知之

甚少，目前已明确 ＡＲＭ 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均包括两个结构

域，且这两个结构域从果蝇到人类都是高度保守。 这些结构

域的存在表明 ＡＲＭＣ５ 可与各种蛋白相互作用来参与到生物

学过程，如研究观察到在 ＰＢＭＡＨ 中 ＡＲＭＣ５ 突变与异常 Ｇ⁃
蛋白偶联受体 （ ＧＰＣＲ） 特定表达形态有关［２］ 。 但由于

ＡＲＭＣ５ 具体结构和靶蛋白的识别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ＡＲＭＣ５ 所编码蛋白的功能仍不能预测。 根据现有相关文献

的报道，ＡＲＭＣ５ 与肾上腺相关高血压的发生密切相关［３］ 。

图 １　 截图自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Ｈｏ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 ＡＲＭＣ５ 是 ＰＢＭＡＨ 的易感基因 　 （１） ＡＲＭＣ５ 引起

ＰＢＭＡＨ 发病的认识历程。 ２０１３ 年以前，ＰＢＭＡＨ 中发现的所

有遗传缺陷仅能解释少数病例。 然而 ＰＢＭＡＨ 中肾上腺双侧

发病、多发性结节的特征以及家族性 ＰＢＭＡＨ 病例报告，表明

遗传因素在 ＰＢＭＡＨ 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继首次在

散发 ＰＢＭＡＨ 患者中发现 ＡＲＭＣ５ 基因灭活突变后，目前在

所有已发表论文中，ＡＲＭＣ５ 突变占散发 ＰＢＭＡＨ 患者的

２５％ ［３］ 。 随后 Ａｌｅｎｃａｒ 等［９］对一个巴西家庭 ４７ 例 ＰＢＭＡＨ 患

者，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验证了存在 ＡＲＭＣ５ 基因突变，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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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 １２５ 例随机选择的健康人中并没有发现该基因突变，提
示 ＡＲＭＣ５ 突变是 ＰＢＭＡＨ 的易感基因。 随后有三个对家族

性 ＰＢＭＡＨ 病例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 ＡＲＭＣ５ 基因突变是导

致家族性 ＰＢＭＡＨ 的常见原因［１０⁃１２］ 。 国内首次从基因水平

阐释 ＰＢＭＡＨ 遗传机制是在 ２０１４ 年对 ＰＢＭＡＨ 家系研究，发
现 ＡＲＭＣ５ 突变通过调控肾上腺异常表达的激素受体引起

ＰＢＭＡＨ 患者皮质醇异常分泌， 进一步说明 ＡＲＭＣ５ 是

ＰＢＭＡＨ 家系的致病基因［１３］ 。 综合目前已报道研究发现，在
ＰＢＭＡＨ 患者 ＡＲＭＣ５ 基因突变约占 ５０％ ［１３］ 。

（２）ＡＲＭＣ５ 在 ＰＢＭＡＨ 中的突变类型及表型的关系。
目前已报道数据中，ＡＲＭＣ５ 基因突变类型包括 ２９ 种种系突

变和 ３２ 种体细胞突变［２， ９⁃１１， １４⁃１６］ （图 ２）。 在肿瘤组织 ＤＮＡ
中发现了两种新型突变，但关于这两个突变是种系突变还是

体细胞突变并没有确定［１５］ 。 在这些突变中仅有少部分存在

于家族性病例中，如 ｐ． Ｉ５８Ｎｆｓ４４∗［９， １４］ 、 ｐ． Ｒ２６７Ｘ［２， １４⁃１５］ 、ｐ．
Ｒ５９３Ｗ［１０， １４］ 、 ｐ． Ｒ８９８Ｗ［２， １４⁃ １５］ 和 ｐ． Ａ１０６Ｒｆｓ３１［１１， １５］ 。
ＡＲＭＣ５ 突变在没有明显家族史或相关肿瘤的 ＰＢＭＡＨ 患者

中占 ２５⁃５０％ ，这说明大多数致病性突变是散发的，但其与家

族聚集性是否明显相关已有相关研究［３］ 。

图 ２　 在 ＰＢＭＡＨ 患者中已发现的 ＡＲＭＣ５ 突变位置和频率

Ａｓｓｉｅ 等［２］和 Ｆａｕｃｚ 等［１４］研究发现，ＡＲＭＣ５ 基因缺陷与

ＰＢＭＡＨ 临床表现的严重性相关。 ＡＲＭＣ５ 基因突变患者中

往往有高血压表现，有更高皮质醇水平，ＣＴ 中显示更大直径

的肾上腺结节，他们与非突变患者相比行手术治疗的机率也

更大。 最近欧洲一项对 ９８ 例不同严重程度 ＰＢＭＡＨ 患者的

研究，进一步说明 ＡＲＭＣ５ 突变导致 ＰＢＭＡＨ 发病是与特定

受体异常表达有关［１５］ 。
（３ ） ＡＲＭＣ５ 参 与 ＰＢＭＡＨ 发 病 过 程 的 可 能 机 制。

ＡＲＭＣ５ 基因的发现为 ＰＢＭＡＨ 的发生和发展研究拓展了新

视野。 ＰＢＭＡＨ 的发病符合“二次打击”模式（ｔｗｏ⁃ｈｉｔ⁃ｍｏｄｅｌ）：
指在肾上腺皮质细胞调节失控的情况下继发 ＡＲＭＣ５ 突变，
导致大结节样增生的出现。 初步研究表明，ＡＲＭＣ５ 主要通

过以下两个方面导致肾上腺相关高血压的发生（图 ３）：一方

面正常 ＡＲＭＣ５ 蛋白过表达诱导肾上腺皮质细胞过早死亡，
而 ＡＲＭＣ５ 错义突变体失去诱导细胞凋亡的能力从而使肾上

腺大结节样增生形成；另一方面通过在体外用 ｓｉＲＮＡ 灭活

ＡＲＭＣ５ 表达，肾上腺皮质细胞中各种主要参与类固醇合成

要素的表达改变。 另外在 ＡＲＭＣ５ 缺陷型细胞中，ＭＣ２Ｒ 受

体的 ｍＲＮＡ 水平，ＳＦ１ 转录因子和类固醇合成酶 ＣＹＰ１７ 和

ＣＹＰ２１ 的表达均下降［１７⁃１８］ 。 因此，进一步明确 ＡＲＭＣ５ 的作

用机制及特征，对 ＰＢＭＡＨ 等肾上腺相关高血压分子机制研

究是很有必要的。
４． ＡＲＭＣ５ 参与其他肾上腺相关高血压的研究进展　 最

近有研究提出，ＡＲＭＣ５ 突变可能与非裔高血压伴低肾素性

醛固酮增多症患者有关［１９］ 。 该研究对 ５６ 例原发性醛固酮

增多症队列调查显示，在非裔患者中存在 １０ ７％ 的 ＡＲＭＣ５
突变，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发现该突变是致病的。 表明

ＡＲＭＣ５ 种系突变可能与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有关。 当然这

是否适用于其他人群仍有待证明。 目前没有报道在嗜铬细

胞瘤患者中发现该基因突变。
另外有研究表明在脑膜瘤患者中也存在 ＡＲＭＣ５ 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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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ＡＲＭＣ５ 基因突变导致 ＰＢＭＡＨ 发生的可能机制

有研究通过筛查家族性肾上腺微小病变，发现一些成人携带

ＡＲＭＣ５ 突变［２０］ 。 Ｅｌｂｅｌｔ 等［４］ 在脑膜瘤患者的脑膜瘤组织

ＤＮＡ 中发现了 ＡＲＭＣ５ 体细胞突变，进一步证明了 ＡＲＭＣ５
突变与脑膜瘤的发生发展相关。 另外阿伦卡尔等［８］ 报道同

一家庭 ７ 名成员中有 ３ ／ ７ 的成员（４３％ ）由于 ＡＲＭＣ５ 突变，
同时存在肾上腺皮质结节样增生症和脑膜瘤，故认为

ＡＲＭＣ５ 突变可同时导致 ＰＢＭＡＨ 和脑膜瘤发生。 关于

ＡＲＭＣ５ 是否与更广泛的肿瘤易感综合征如 ＭＥＮ１ 和 Ｍｃ⁃
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 综合征相关，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５． 问题与展望　 在临床上肾上腺相关高血压筛查和诊

断程序复杂，抑癌基因 ＡＲＭＣ５ 突变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

思路，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１）目前 ＰＢＭＡＨ 的散

发病例报道多见于家族性病例，但因为表型变异性的存在可

能使家族性病例被低估了。 因此对于存在突变患者的家庭

成员进行筛查可以发现肾上腺 ＣＴ 微小改变，从而早期发现

库欣综合征，及时治疗并改善预后。 （２）由于 ＡＲＭＣ５ 基因

具体结构及编码蛋白的功能尚不清楚，该基因是如何导致

ＰＢＭＡＨ 发生的具体机制不完全明确，仍需进一步研究。 （３）
国外已有研究发现 ＡＲＭＣ５ 与 ＰＡ 发生相关，但国内未见相

关研究报道。 （４）鉴于抑癌基因 ＡＲＭＣ５ 与肾上腺相关高血

压密切相关，我们认为可用目标基因捕获结合二代测序技

术［２１⁃２３］对 ＰＢＭＡＨ 患者进行系统的家庭筛选，从而避免亚临

床库欣综合征漏诊。 （５）明确抑癌基因 ＡＲＭＣ５ 对 ＰＢＭＡＨ
发生发展的影响，可为该病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为
继发性高血压筛查提供新策略。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有理由相信抑癌基因

ＡＲＭＣ５ 将来会成为肾上腺相关高血压筛查的重要生物标

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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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隐静脉因其易得、长度足够且较为匹配等特点是冠状

动脉搭桥术中广泛使用的血管材料，然而静脉桥具有较高的

再狭窄率，术后 １０ 年约 ５０％的静脉桥血管发生狭窄或闭塞。
造成静脉桥血管再狭窄的因素较多，如获取静脉血管时的操

作损伤、缺血再灌注，早期血管内血栓形成，内膜细胞的增

殖、血小板及白细胞的黏附及平滑肌细胞的增生等。 静脉桥

血管移植后剪切力的机械刺激可直接作用于血管内壁，血流

动力学导致桥血管扩张及其剪切应力对血管内膜细胞的损

伤，促进内膜增殖启动静脉桥血管壁的重塑。 本文从血流动

力学的角度对血流剪切力在静脉桥血管再狭窄发生、进展过

程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血管壁的结构包括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成纤维细胞，

其各层组织保持平衡的稳态功能是生命活动的重要基础。
内皮细胞是连接血流与血管壁的重要结构，能够感受血液中

的炎性因子、激素变化、剪切力扩张力等信号，通过调节分泌

血管活性物质作出反应。 血管内皮的损伤及重构是血管疾

病的早期表现，内皮损伤重构和功能失调也是血管粥样硬化

的早期标志［１］ 。 静脉血管移植于动脉压力环境后，静脉桥血

管内高压力、高速的血流剪切应力对血管内皮细胞造成损伤

并引起内皮细胞稳态的变化，导致血管重建及多种内皮黏附

分子以及相关因子表达的上调，诱导血管炎性反应、血栓形

成、内膜增生、以及粥样硬化最终管腔闭塞。 研究血流剪切

应力与静脉桥血管再狭窄间的机制关系，可采取相应的措施

改进静脉桥血管应用方法提高其远期通畅率。
１． 剪切力对血管内膜的损伤及功能影响

（１） 血流剪切应力与血管正常生理功能：血管及其内皮

细胞处于较为复杂的生物力学环境中，内皮细胞之间发生相

互作用、细胞与细胞外基质的相互作用以及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组成复杂的生物力学环境。 血液在流经血管时对于血管

壁的力分解成两个主要的向量：一个是垂直于管壁的扩张力

的向量，另一个是平行于管壁因血液的沾滞性而产生的剪切

应力。 正常范围的血流剪切应力可助于保持血管形态与功

能，以及调节血管内皮细胞防血栓形成作用、屏障作用、以维

持血管内外动态平衡。 通常外周动脉的平均剪切应力约为

２０ ～ ４０ｄｙｎｅ ／ ｃｍ２ 而静脉环境则约 １ ５ ～ ６ｄｙｎｅ ／ ｃｍ２ ［２］ 。 因此

静脉血管移植于动脉压力环境后其剪切应力发生变化，静脉

血管在动脉压力作用下血管壁稳定性受到破坏，发生血管重

建。 血管重建早期表现为组织成分不变的适应性重排，最后

进展至结构与功能均发生改变的病理性重建，病理性的血管

重建是静脉桥血管远期粥样硬化和血管再狭窄等共同的病

理基础。 非层流剪切力损伤内皮细胞会减少抗动脉粥样硬

化分子分泌，增加促炎因子表达，从而激活相应的信号转导

通路促进内膜炎性反应及增殖。
（２）血流剪切力对内膜的损伤及血管病变进展：血液在

血管中流动产生周期性脉动，血管壁的所有成份内皮细胞、
平滑肌细胞、细胞外基质都承受脉动的血流压力产生的扩张

力，血管内血流剪切应力的变化影响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进

展［３］ 。 血管的形态结构与其相应部位剪切应力的大小、作用

方向相适应，较低的非层流的剪切应力更易导致局部血管发

生病变。 内皮细胞表面所承受的以管壁剪切应力为主，非层

流的紊乱的剪切应力能刺激血管活性物质释放、基因表达异

常、细胞的形态与功能发生改变［４］ 。 血管内壁形成的局部狭

窄使得血流形成涡流，这种涡流伴随着对血管内壁的剪切应

力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的形态及功能，导致内膜细胞功能

失调［５］ 。
血管内皮细胞是血管直接与流动血液相接触的界面，感

受剪切应力的变化，也能把感受到的生物力学信号转化为血

管壁的生物学反应，使得血管壁结构发生变化以适应其力学

环境［６］ 。 细胞内外机械力之间的平衡对细胞的生理功能起

着重要的作用。 内皮细胞的生物学功能与其所处的血流动

力学环境以及剪切力的方向及强度密切相关。 血管平滑肌

细胞的表型及增殖也与其所承受的机械牵张力有关［７］ 。 血

流剪切应力作用于血管壁导致血管扩张改变内皮细胞的形

态和排列，剪切应力的改变引起内皮细胞骨架结构和细胞间

连接发生变化，影响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增殖和凋亡，调节

血管活性物质、生长因子、黏附分子等的合成、分泌及表达，
进而使血管的结构和功能发生重建。 血流的湍流及剪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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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变化影响到平滑肌细胞的调亡、内皮细胞的功能、白细

胞的黏附和细胞外基质的调节变化，最终导致血管结构与功

能的改变［８］ 。 所以血流剪切应力在血管内膜细胞增殖以及

血管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９］ ，低血流剪切应

力血流速度减低使血液中脂蛋白成分易于沉积在血管壁中，
内皮细胞的生物活性受到影响［１０］ 。 血管内壁的狭窄斑块形

成之后会促进内膜细胞的增生，轻度的狭窄即会造成血流形

成涡流破坏内皮细胞的稳态，促其内膜细胞增殖［１１］ 。 较低

的血流剪切应力促进血管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及管腔远端

狭窄［１２］ 。
２． 剪切力对血管活性物质及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１） 剪切力相关血管活性物质　 血管活性多肽、脂肪因

子、脂代谢分子、活性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等，它们对血管结构

和功能的稳态进行精密调节，是血管稳态调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 血管内皮细胞上的压力感受器分子受到机械刺激后，将
其转化为生化信号进行传导，如整合素家族分子、受体酪氨

酸激酶、蛋白、离子通道等参与其中。 目前已发现的与血管

稳态功能调节相关的有 ＶＥＧＦ 家族、调亡抑制因子 ２、细胞色

素 Ｐ４５０、浆膜蛋白 ４、过氧化物Ⅱ、转化生长因子⁃β 及一氧化

氮合成酶等。 血流剪切应力作用于内皮细胞信号转导通路，
通过激活转录因子作用于基因启动子区的切应力反应元件，
引起这些基因的转录，而这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细胞趋化、黏
附、迁移及增殖等多环节有关。

（２）非层流血流剪切应力的影响　 在非层流血流剪切应

力下内皮细胞排列发生改变呈多角形，分泌较多的致血管内

皮损伤因子，如内皮素转换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等；分泌炎

症介质如巨噬细胞趋化蛋白、血管细胞黏附分子⁃１、促凝因

子等。 相反，对血管内皮具有保护机制的因子则分泌减少，
如一氧化氮合成酶、前列环素合成酶、环氧化酶等。 内皮一

氧化氮合成酶（ｅＮＯＳ）生成一氧化氮（ＮＯ）这一关键性信号

分子可维持内皮细胞功能及稳态［１３］ 。 炎症介质可诱导下调

微血管内皮细胞 Ｓ１００Ａ１ 的表达，Ｓ１００Ａ１ 是一种钙离子结合

蛋白是 ｅＮＯＳ 的活化因子，Ｓ１００Ａ１ 的减少使一氧化氮产生减

少，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及功能紊乱［１４］ 。 血流剪切力可以增

加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Ｂ （ ＰＤＧＦＢ）、 细胞黏附分子 １
（ＩＣＡＭ１）、转化生长因子 β１（ＴＧＦ⁃β１）等基因表达［１５］ 。 血管

内皮损伤时可诱导 ＴＮＦ⁃α 的释放，ＴＮＦ⁃α 迅速上调内皮细胞

间黏附因子，使得内皮细胞进入活化状态，促进炎症细胞聚

集和炎症介质释放。 研究表明，ＴＮＦ⁃α 可通过 ＮＦ⁃ｋＢ 信号通

路调节内皮细胞的损伤及重塑［１６］ 。
非层流性的剪切应力刺激内皮细胞表达炎症介质 Ｐ⁃选

择素［１７］ ；而 ＶＣＡＭ⁃１ 的主要作用是在于促进白细胞与内皮

细胞的紧密黏附及介导白细胞渗出、迁移过程中，可促进对

内皮的损伤，并能使内皮炎症状态持续进行。 如静脉桥非层

流的剪切应力是其粥样硬化发生的始动因素，内皮表达的各

种炎症介质促使内膜损伤的因子如 Ｐ⁃选择素、ＶＣＡＭ⁃１ 等黏

附分子则可能是血管粥样硬化形成的关键环节之一［１８］ 。 非

层流性的紊乱血流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过敏毒素 Ｃ３ａ 受体

表达，使得内皮细胞 ＩＬ⁃１β 及 ＭＣＰ⁃１ 表达上调，血流剪切力

可能通过血管内皮细胞过敏毒素 Ｃ３ａ 来调节内皮细胞炎症

因子表达［１９］ 。
３． 血流剪切应力与外支架关系的研究

（１）血流剪切力的计算及外支架的作用：血流剪切力计

算公式为：τｍ ＝ ４ × η × Ｖｍ ／ Ｄｒ，其中血管的内径（Ｄｒ）、最大

血流速度（Ｖｍ）、血液黏度（η）是主要影响因素，由公式可得

出提高流速减小内径可提高剪切力。 外支架可以起到控制

静脉桥血管过度扩张的作用，也具有保护静脉桥血管促进外

膜滋养血管增生的作用。 静脉桥血管的外支架其主要作用

为：限制静脉桥血管壁的过度扩张，保持静脉腔管径均匀，减
小内皮细胞及平滑肌细胞的牵张力的损伤；使得桥血管走行

顺畅防止其出现拐角形成角度，避免因大的拐角而造成管腔

狭窄出现涡流；外支架具有一定的抗压性，防止因桥血管受

压而管腔狭窄；外支架限制静脉桥血管的膨胀，减小横截面

积加快血液流速，使附壁血栓不易形成，减少纤维素及脂质

沉积。
（２）外支架对血流剪切力的影响：在血流动力学方面，静

脉桥血管外应用外支架可避免血管扭曲导致局部形成涡流，
并有限制血管过度扩张提高血液流速的作用。 在实验研究

中外支架的材料选择具有多样性。 Ａｌｂａｎ 等［２０］ 将大孔径聚

酯涤纶做外支架套于大隐静脉血管外周，再将静脉血管连接

于模拟动脉压力循环仪器中，结果发现外支架可抑制其血管

内膜细胞增殖并保持内膜的完整性，在血流动力学方面可以

增加剪切应力减低管壁张力。 但由于涤纶的不可降解性，长
期置于体内会造成远期的排斥及感染等炎性反应，所以临床

难以应用。 Ｌｏｖｅｎ 等［２１］ 研究镍钛合金编织外支架应用于羊

的静脉桥血管保护，可起到限制静脉桥血管扩张以及抑制血

管内膜增生的作用。 同样采用金属外支架的是 Ｄｖａｉｄ 等［２２］

的研究，他用钴铬合金编织技术合成具有一定弹性及伸缩性

的外支架，用于 ３０ 例患者体内大隐静脉桥上并进行 １ 年的

随访复查，作为首次用于人体的金属外支架实验研究证实了

外支架具有减轻血管内膜增生的潜在作用。 但是该研究样

本量较小且随访期短，尚难证明该支架的远期有效性，需要

更多的临床研究及长期随访以证实该种金属外支架减轻内

膜增生的持续有效性及临床疗效。 金属支架的缺陷在于金

属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差，抗生理腐蚀性差，且金属外支架由

于刚性过大会导致对血管及心脏的长期机械损伤。 也有实

验研究生物蛋白胶喷涂桥血管防止内膜增生再狭窄，生物蛋

白胶可完全吸收，甚至可以作为药物的载体结合药物用于静

脉桥血管外壁，不阻碍外壁滋养血管的生长，但其强度较差，
如能进行改进加强其强度水平并携载治疗药物则可能是临

床较好的选择，但能否实现其临床应用仍待进一步研究

检验。
４． 总结与展望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将静脉血管移植

于动脉压力环境，其血流动力学随即发生改变，促使静脉桥

血管的结构与功能来适应这一变化。 目前血管再狭窄研究

重点集中于如何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抑制内膜增生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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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及恢复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是抑制内皮重构的重要措

施，有助于减少静脉桥血管发生再狭窄的概率。 我们认为

保护静脉桥血管的结构完整更为重要，在手术开始获取静

脉桥即应避免暴力操作及过高压力的充盈，减少对血管内

皮细胞造成损伤维持其生理功能稳态。 如应用微创内窥镜

来取大隐静脉可以明显减少与长切口相关的感染水肿等并

发症［２３］ 。 完成静脉血管移植后，应用合适的外支架减轻静

脉桥血管的过度扩张改善管腔内部血流动力学，可起到保

护血管内皮结构与功能的作用。 针对静脉桥血管无收缩

性、管壁较薄且厚度不均、易形成静脉瘤样扩张等特点，应
用有一定强度的生物胶外支架可以起到增加管壁承压能力

的作用，并且可使血管腔均匀圆滑减少涡流。 研究阐明血

流剪切力对静脉桥血管内皮结构、功能、增殖、分泌、基因表

达的影响及其形成再狭窄的机制，可指导研究临床适用的

血管外支架以提高桥血管远期通畅率。 研制一种方便实

用、具有一定硬度及远期可降解的外支架，才能更符合于临

床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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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２０１６ 年静脉血栓栓塞抗栓指南 ＡＣＣＰ⁃１０ 的部分解读

刘 双

　 　 美国胸科医师学会（ＡＣＣＰ）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发布了《静脉

血栓栓塞（ＶＴＥ）抗栓治疗指南》（抗栓指南）。 ＡＣＣＰ⁃１０ 是在

原有第九版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更新。 抗栓指南对深静脉

血栓（ＤＶＴ）及肺动脉栓塞（ＰＥ）等疾病的抗血栓治疗进行了

阐述，更具有临床可操作性，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现就部分

肺栓塞相关内容推荐进行解读。
推荐等级（１ 强推荐，２ 弱推荐）；证据等级（Ａ 高质量证

据；Ｂ 中等质量；Ｃ 低质量证据）。
一、关于 ＤＶＴ 和 ＰＥ 的抗凝问题

首先，对于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ＤＶＴ）或肺栓塞（ＰＥ）
患者，推荐长期（３ 个月）抗凝治疗（１Ｂ 级）。 腿部 ＤＶＴ 或 ＰＥ
且无癌症的患者，长期（３ 个月）抗凝治疗，推荐达比加群、利
伐沙班、阿哌沙班或依度沙班，优于维生素 Ｋ 拮抗剂（ＶＫＡ）
（均为 ２Ｂ 级）。 腿部 ＤＶＴ 或 ＰＥ 且无癌症的患者，未接受达

比加群、利伐沙班、阿哌沙班或依度沙班治疗者，建议维生素

Ｋ 拮抗剂，优于低分子肝素（ＬＭＷＨ）（２Ｃ 级）。 腿部 ＤＶＴ 或

ＰＥ 且合并癌症的患者，长期（３ 个月）抗凝治疗推荐低分子

肝素，优于 ＶＫＡ（２Ｃ 级）、达比加群（２Ｃ 级）、利伐沙班（２Ｃ
级）、阿哌沙班（２Ｃ 级）或依度沙班（２Ｃ 级）。

备注：达比加群和依度沙班给药之前需给予初始胃肠外

抗凝，利伐沙班和阿哌沙班给药前无需胃肠外抗凝，初始胃

肠外抗凝与 ＶＫＡ 治疗应有重叠。
二、关于急性肺栓塞的治疗问题

伴有低血压（如收缩压 ＜ ９０ｍｍＨｇ）的急性 ＰＥ 患者，出
血风险不高时，建议全身性溶栓治疗，优于不给予全身性溶

栓（２Ｂ 级）。 大多数不伴有低血压的急性 ＰＥ 患者，不建议全

身性溶栓治疗（１Ｂ 级）。 开始抗凝治疗后若病情加重的急性

ＰＥ 患者，如未发生低血压且出血危险低，建议全身性溶栓治

疗，优于不给予全身性溶栓（２Ｃ 级）。
备注：无低血压的 ＰＥ 患者，如症状严重或存在明显的心

肺功能障碍，应密切监测病情是否加重。 发生低血压则有溶

栓治疗的适应证。 初始接受抗凝治疗的患者，如心肺功能恶

化（如症状、生命体征、组织灌注、气体交换、心脏标志物），但
尚未发生低血压，风险获益评估时倾向于溶栓治疗。

接受溶栓药物治疗的急性 ＰＥ 患者，建议通过外周静脉

给予溶栓治疗，优于导管直接溶栓（ＣＤＴ）（２Ｃ 级）。

备注：全身溶栓治疗出血风险较高的患者，如果有实施

ＣＤＴ 的专业人员和所需资源，很可能选择 ＣＤＴ 而非全身溶

栓治疗。
伴有低血压的 ＰＥ 患者，如果出血风险高，全身溶栓失

败，或可能在全身溶栓治疗起效前（如数小时内）因休克导致

死亡，在有相应的专业人员和资源时，建议导管辅助血栓清

除，优于不进行上述干预（２Ｃ 级）。
备注：导管辅助血栓清除指的是机械干预，伴或不伴导

管直接溶栓。
低风险 ＰＥ 患者，如果家庭情况允许，建议在家治疗或早

期出院，优于标准出院（如治疗 ５ 天后出院）（２Ｂ 级）。 亚段

ＰＥ（未累及更近端肺动脉）、无腿部近端 ＤＶＴ 患者，如 ＶＴＥ
复发风险低（见正文），建议临床监测，优于抗凝治疗（２Ｃ
级）；ＶＴＥ 复发风险高者（见正文），建议抗凝，优于临床监测

（２Ｃ 级）。
三、阿司匹林用于静脉血栓栓塞的延长治疗

无诱因的近端 ＤＶＴ 或 ＰＥ 患者，停用抗凝治疗且没有阿

司匹林禁忌证时，建议用阿司匹林预防 ＶＴＥ 复发，优于不使

用阿司匹林（２Ｃ 级）。
备注：由于阿司匹林预防 ＶＴＥ 复发的疗效远不及抗凝

药物，对于接受延长抗凝治疗的患者，不推荐阿司匹林作为

抗凝药物的合理替代。 但是，如果患者决定停用抗凝药物，
预防 ＶＴＥ 复发是使用阿司匹林的获益之一，需要权衡阿司

匹林的出血风险。 患者停止抗凝治疗时，应重新评估是否使

用阿司匹林。
四、抗凝期间静脉血栓栓塞复发的治疗

接受维生素 Ｋ 拮抗剂（达到治疗范围）或达比加群、利
伐沙班、阿哌沙班或依度沙班（患者依从性好）治疗期间 ＶＴＥ
复发的患者，建议至少暂时换用低分子肝素治疗（２Ｃ 级）。

备注：接受治疗剂量抗凝治疗期间，静脉血栓栓塞症复

发不常见，提示要进行以下评估：（１）重新评估是否确实是

ＶＴＥ 复发；（２）评价抗凝治疗的依从性；（３）考虑潜在的恶性

肿瘤。 暂时换用低分子肝素通常至少持续 １ 个月。
长期低分子肝素治疗期间 ＶＴＥ 复发者（假定患者依从

性好），建议增加低分子肝素的剂量约 １ ／ ４ 到 １ ／ ３（２Ｃ 级）。
备注：接受治疗剂量抗凝治疗期间，ＶＴＥ 复发不常见，应

重新评估是否确实是 ＶＴＥ 复发、抗凝治疗的依从性及是否

存在潜在的恶性肿瘤。
（２０１６⁃０５⁃１６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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