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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血管病杂志》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为维护广大读者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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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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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疾病介入专栏·
〈述评〉

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现状及展望

黄连军　 蒲俊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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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人类完成了第一例腹主动脉

瘤腔内修复术（ＥＶＡＲ），相较于腹主动脉瘤外科根

治术，ＥＶＡＲ 手术用极微小的损伤解决了临床重大

难题，给世界带来了巨大震撼，该术式不仅大大减小

手术创伤，缩短治疗周期，同时使一些高龄、高危及

不耐受外科手术的患者得到了治疗的机会。 但是任

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总会伴随着争议，ＥＶＡＲ 手术

也不例外，腹主动脉瘤外科根治术和 ＥＶＡＲ 手术哪

个优点多，也不断在争议。 检验一项新技术是否真

正值得信任，最好的方法是实践和时间。 ＥＶＡＲ 治

疗腹主动脉瘤在临床应用十余年后，其手术量超越

外科开放手术，已成为腹主动脉瘤的首选治疗方案。
与此同时，大量的临床研究也用翔实可信的数据证

实，ＥＶＡＲ 手术在治疗效果、安全性、手术损伤及医

疗资源的使用上均具有优势。
作为国内第一批参与主动脉疾病介入治疗的医

生，鉴证了主动脉腔内修复术从萌芽到发展，从日渐

成熟到广泛应用这一过程。 早期支架材料、工艺及

设计较为粗糙，手术相关并发症及中远期治疗效果

均无法令人满意，但随着材料学和技术的飞速进步，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一些既往观念无法实现腔内

治疗的病例中，也能够完美的施展介入治疗。 近端

锚定区不充足，扭曲的瘤颈都不再是阻拦 ＥＶＡＲ 的

绝对阻力。 各类新型材料、器械、支架渐次革新，同
时能够促使医生设计出许新的术式，如“烟囱”技

术、“三明治”技术及“八爪鱼”等技术，这些年业已

广泛应用。 “开窗”支架也已从定制型支架渐渐发

展到某些条件下可以由术者自行完成开窗。 多层血

流调节器这一前卫的概念也在悄然推广。 此外，一

些新型支架将手术入路由原先的双股动脉入路简化

至单侧股动脉入路；而缝合器技术的推广甚至可以

将 ＥＶＡＲ 变成门诊手术。 在我国，ＥＶＡＲ 手术同样

也已深入开展多年，国内较大中心的手术水平及手

术数量均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些基层医院也

可以开展常规 ＥＶＡＲ 手术，可见一项优秀的技术除

了要具有明确的治疗效果，同时还应具备易于掌握

和推广这一优势。
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走到今天，未来的趋势也

日渐明朗。 首先，２０１４ 年 ＥＳＣ 指南，首次提出主动

脉器官这一概念，我们应该将人体的主动脉视作一

个整体的器官，而不是人为的将其割裂为胸主动脉

和腹主动脉或者其他概念，在为这一器官疾病进行

诊疗的时候，医生需要真正的多学科合作，内科、外
科、介入科、影像科及基础学科应该深入融汇在一

起，才能真正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其次，纵观腹主

动脉瘤介入治疗的发展史，我们更应该看到材料工

程学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临床每一个技术

壁垒，每一次技术跨越，无不是由于诞生了新的材料

或工艺并依此生产出新的产品。 所以笔者也希望，
我们能够超出临床医学的范畴，提出更大范围多学

科合作概念，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材料科学及信息

科学等学科如果能为同一目标展开深度合作，那前

景必然无比恢弘与广阔。
腹主动脉瘤是主动脉退行性改变所致的疾病，

在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的大环境下，这一疾病有

庞大的人口基数，但目前必须看到我们能为这一疾

病人口服务的医生群体还并不强大。 未来，在我国

搭建更多具有战斗力的主动脉疾病诊疗团队迫在眉

睫，势在必行，我们愿和广大同仁一起为这一理想不

懈奋斗。
（２０１６⁃０８⁃１５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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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疾病介入专栏·
〈专家论坛〉

从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的发展看
腹主动脉瘤治疗方法的变化

陈 忠　 吴庆华　 杨耀国

　 　 ［关键词］ 　 动脉瘤；腹主动脉瘤；开放手术；腔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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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是中国最早独立成科的

血管外科，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二个年头，经历了从

无到有，始小及大，由弱至强的过程。 特别是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各种应用

于血管外科检查和治疗的先进设备纷纷被引进中

国，尤其是微创的血管腔内技术给血管外科的发展

带来了革命性契机，血管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腹主

动脉瘤（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ＡＡ）的诊治步

入了飞速发展时代。 本文从我院血管外科的发展与

科技进步对临床医学发展的推动看腹主动脉瘤治疗

方法的变化，并对今后的发展做出展望。
１． 开放手术在治疗腹动脉瘤方面的早中期回顾

我国的血管外科与国际相比起步较晚，国外发

达国家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普遍有独立的

血管外科，北京安贞医院的血管外科是 １９８４ 年独立

建科，但是我国血管外科的发展并不慢。 从技术方

面来看人工血管的问世和成功应用是血管外科的第

一个里程碑，因为自体静脉由于口径大小、可取用的

部位及长度的限制， 促使人们对非自体来源的血管

移植材料的研制。 ２０ 世纪前 ５０ 年， 经历了试用金

属、 玻璃及橡胶等管状材料的不断失败， 直至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以后，终于有了可用于临床的人工血管。
ＡＡＡ、布⁃加氏综合征及大动脉炎等疾病的治疗方

面，人工血管是关键性的材料，如果没有人工血管，

ＡＡＡ 在此之前采取的比如硬化剂注入法、包裹法等

均以失败告终。 在血管外科发展的早期阶段，Ａｌｅｘｉｓ
就因为，成功置换主动脉和成功血管吻合获得诺贝

尔奖，开创了手术治疗 ＡＡＡ 的先河并经受了五十多

年的考验［１］。
从 １９８４ 年建科以来，血管外科就开展了 ＡＡＡ

的手术治疗，是国内早期敢于进行腹主动脉瘤开刀

治疗的单位，当时国内仅有少数几家医院能开展腹

主⁃双髂 ／股动脉人工血管转流术，到 ２００４ 年之前，
北京安贞医院的 ＡＡＡ 治疗以开放手术为主，在此期

间 ＡＡＡ 的开放手术技术逐渐成熟，手术安全性不断

提高， 治疗方法、 围术期处理形成了明确的规

范［２⁃４］。 曾创造连续 １８７ 例 ＡＡＡ 患者围术期病死率

仅为 ０ ５４％ ［５］及连续 ２０５ 例 ＡＡＡ 患者围术期病死

率仅为 １％ ［６］ 良好的手术成功率，而且并发症率很

低，查阅同期报道是国内外效果最好的治疗单位。
同时针对破裂腹主动脉瘤（ｒｕｐｔｕｒｅ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ＲＡＡＡ） 的治疗也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ＲＡＡＡ 患者如果有较长时间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以
及大范围的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肌梗死和脑卒中，
这些并发症与术后的病死率密切相关。 治疗的关键

是迅速阻断破裂口近端的腹主动脉控制出血，根据

病情可以在肾下、肾上、甚至膈肌下或经胸阻断，另
外腔内球囊阻断方法也是安全有效的方法，肺部并

发症、肾衰竭及心脑血管意外是术后的主要危险因

素及死亡原因。 针对这些并发症，笔者所在单位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诊治和预防，使并发症的发生逐渐

降低。 由于有良好的手术队伍，精良的 ＩＣＵ 队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国内腹主动脉瘤开放手术

例数最多、效果最好、成功率最高及领衔治疗 Ａ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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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威单位。 在对 ＡＡＡ 的不断治疗中不仅总结了

一整套规范的开放手术治疗过程，而且对术前检查，
围手术期处理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并成功举办

了多次全国和北京地区性的学习班，不仅自己掌握

ＡＡＡ 的治疗技术，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技术的

传播和推广，这是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团队付出

自己智慧、青春和汗水所取得的成绩。［７⁃１３］

２． 腹主动脉瘤治疗从开放手术向腔内治疗的

转变

传统的人工血管转流术对于 ＡＡＡ 患者创伤相

对较大，使得不少年老体弱、器官功能欠佳尤其是合

并心脏、肺部疾患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出现并

发症或不能进行这种救治。 因此，当一种新的微创

方法⁃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ＥＶＡＲ）治疗 ＡＡＡ 出

现之后就在临床上得到广泛运用。 ＥＶＡＲ 的历史应

追溯到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 （ ＰＴＡ） 的创始人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 在 １９６９ 年首先报道了血管内支架的研

究，将不锈钢丝绕成弹簧状支架置入犬腘动脉维持

血管通畅，这是从表浅动脉将移置物送入病变血管

的方法。 １９９１ 年，Ｐａｒｏｄｉ 将自制支架人造血管复合

体送入动脉瘤内，标志 ＥＶＡＲ 获得成功。 随后，
ＥＶＡＲ 在国际以及我国得到了广泛推广，治疗水平

不断提高。 １９９６ 年血管外科在北京安贞医院进行

了第一例 ＥＶＡＲ 的治疗（患者张 × ）而且随访 ２０
年，今年才因肺部疾病去世。 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

科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开展腔内治疗 ＡＡＡ 的单位。
ＥＶＡＲ 治疗 ＡＡＡ 的显著优势是创伤小、３０ ｄ 死

亡率低、住院时间短、ＩＣＵ 停留时间短、出血输血少、
术后心肺并发症少、结肠缺血少及术后恢复快。 从

临床效果、尤其是短期效果看，ＥＶＡＲ 是很好的选择，
然而腔内器械在早期并不是十分成熟，存在二次再干

预发生率高、移植物并发症多，如内漏、堵塞、移位等

缺点。 由于临床的需求和材料学、工程学的进步，腔
内器械在不断的研发和改进，推动临床治疗的发展。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希望进

行微创治疗人群的增加，腔内治疗在 ２０００ 年后迎来

了飞速发展期，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紧随科技发展

的脚步，广泛开展了各种血管外科疾病的腔内治疗，
其中 ＡＡＡ 的腔内治疗是典型的代表之一。

在此期间国内外不仅进行了大量常规 ＥＶＡＲ
治疗，而且对于复杂病变进行了“烟囱”、“开槽”、
“开窗”及分支支架（包括外分支，内嵌式分支）的应

用，以及采用“三明治”、潜望镜等技术极大的拓宽

了 ＥＶＡＲ 治疗指征。 并且器材较早年不断得以改

进，如：某些产品改进后释放更加精确、柔顺性及支

撑力结合更好，有的产品释放后仍可回收重新定位，
产品释放管径越来越细等。 烟囱技术设计，主要用

于治疗因动脉瘤的瘤颈解剖限制无法行其他腔内修

复术、需急症抢救而缺乏现有规格的开窗和分支支

架情况，以及存在严重合并疾病无法进行开放手术

的患者。 开窗技术和分支支架也是复杂瘤颈腹主动

脉瘤腔内治疗的重要方法，但对患者解剖条件也有

较高的要求和选择性，对术者手术技术要求也较高。
我科采用这些方法为疑难的动脉瘤患者进行了治

疗，均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当然随着我院两个复

合手术室的建成，还有一些除了完全的腔内治疗以

外，需要结合传统的开放手术，重建各个重要分支血

管以后，再进行腔内治疗的复合手术或杂交手术也是

目前阶段腔内血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此期间

笔者所在科室在国内率先进行了手术与腔内治疗

ＡＡＡ 的前瞻性研究，两种治疗方法成功率均很高，腔
内治疗的出血量明显减少，ＩＣＵ 住院时间明显减少，
早期围术期循环、呼吸系统等并发症率低，患者生活

质量相对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虽然是 ＥＶＡＲ 微

创治疗 ＡＡＡ 的时代，但是由于目前腔内器材还不能

解决所有 ＡＡＡ 的微创治疗需求，开放手术还不能被

忽视，对于腔内治疗难以解决的 ＡＡＡ 以及相当部分

腔内治疗后出现并发症、特别是感染性 ＡＡＡ 等特殊

患者，开放手术仍有不可动摇的地位［１１⁃２０］。
ＲＡＡＡ 的 ＥＶＡＲ 治疗也是一次技术上的重要创

新，需要完善的治疗流程、丰富的治疗经验、配合熟

练的团队和准备型号齐全的覆膜支架。 开展 ＲＡＡＡ
的腔内治疗往往同时需要强有力的开放手术做为重

要支撑，因为不是所有的 ＲＡＡＡ 都能用腔内办法解

决，部分病例在急诊造影后需要紧急的开放手术治

疗。 由于我院有较好的复合（杂交）手术室作为硬

件支撑，我科可以常规进行 ＲＡＡＡ 的腔内治疗，并
且随时可以中转进行开放手术。 但是对于没有良好

的复合手术室或腔内治疗无法及时转为开放手术的

的治疗中心该方法将难以全面推广。
到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我科收治的可随访到的腹主动

脉瘤患者 ８３９ 例，其中开放手术 ４６３ 例，腔内治疗

３７６ 例，择期开放手术和腔内治疗的成功率均为

１００％ ，病死率分别为 １ ４％和 ０ ３％ ，破裂腹主动脉

瘤开放手和腔内治疗的成功率术分别为 ９７ ４％ 和

９６ ２％ ，病死率分别为 １５ ６％ 和 １３ ２％ ，均具有较

高的治疗水平。 从前面的发展和数据可以看出安贞

医院血管科建科初期就开展了 ＡＡＡ 的开放手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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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在开放手术为治疗主导的年代，在全国具有引领

作用，推动了该技术的全面推广和发展。 １９９６ 年安

贞医院血管外科进行了第一例的 ＥＶＡＲ 治疗，并在

以后的 ＥＶＡＲ 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行，从简单的

ＥＶＡＲ 到复合 ＥＶＡＲ 技术的应用中不断发展壮大，
到目前已经形成成熟完整的治疗体系。 无论是开放

手术还是腔内治疗，安贞医院血管外科的治疗成功

率高，病死率低，并发症发生率低等较好的治疗效

果，得益于安贞血管外科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团结协

作、不断进取的团队精神。
３． 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的展望

科技进步是推动临床医学发展的原动力，随着

科学技术取得的长足发展，ＡＡＡ 的治疗也必将飞速

进步。 在今后的治疗中，对开窗、外分支，内嵌式分

支支架的设计、释放等有可能进一步改进，更加简化

操作流程，缩短学习曲线；通过对合金金属和覆膜材

质改进从而改善整体的柔顺性及支撑力，使其能够

更好的适应过度迂曲的瘤颈，同时也能减少和避免

内漏、提高材料的耐磨损性能；改进覆膜支架的结构

形式及释放方式，增强定位释放的精准能力；探索并

建立科学的支架监测分析模型及随诊评价体系；随
着研发厂家的增多，产品种类也会逐渐增多。

我们国家在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机制

上及我们的制造工艺水平上，以及把开拓创新的思

维变成产品乃至商品的过程中，确实还有很多急需

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内企业尽管

在积极的研发自己的产品，但是相对来讲还比较滞

后，大部分还处于跟随模仿阶段，很少有自己原创的

发明，应该说我们现在血管腔内治疗水平与国外西

方医学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医疗耗材研发水平

上的差距，而不在于临床技术、临床治疗水平上的差

异。 如果能有更好的国内自主研发的产品得以应

用，将大大地提高我国腹主动脉腔内技术的应用水

平。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解决好，能够让更多的更好

的医疗耗材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不久的将来，希望能够通过创伤更小的腔内技

术较完美的解决复杂的累及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

动脉的 ＡＡＡ。 在将来由于器材的改进，支架的导入

导出不会明显受制于入路迂曲，钙化影响，通过性会

明显改善、支架内血栓形成、移位、断裂等情况将极

大减少、放置精确性会得到极大提高、支架后的内漏

将会由于耗材改进、技术提高而明显降低。［１６］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先进治疗方法的应

用，对 ＡＡＡ 的诊治有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现阶段既要努力提高腔内

技术，同时更不能丢弃传统开放手术治疗，只有同时

掌握两种方法才能为患者带来最大的收益。 今后北

京安贞医院将继续重视 ＡＡＡ 的治疗研究，继续引领

中国在 ＡＡＡ 方面的发展，在不断设计、改进、创新腔

内治疗器具系统之同时还要熟练和规范操作技术、
尽可能缩短学习曲线，积极开展 ＥＶＡＲ 支架的相关

研究、不同治疗方式的多中心、长期对照研究等，在
不同层面和全国的同道专家们一起推动我国在腹主

动脉瘤诊治领域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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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疾病介入专栏·
〈论著〉

腹主动脉瘤合并冠心病患者三种
治疗策略疗效分析

李 威　 罗淞元　 刘 媛　 罗建方　 黄文晖　 陈纪言

　 　 ［摘要］ 　 目的：分析不同手术治疗策略对合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腔内修复术（ＥＶＡＲ）的腹主

动脉瘤（ＡＡＡ）患者住院期间预后的的影响。 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间，在
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 ５０ 岁以上确诊 ＡＡＡ 并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 ２０７ 例，收集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探
讨 ＡＡＡ 患者中冠心病的检出率。 进一步分析合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根据不

同手术治疗策略，分为同期 ＥＶＡＲ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组、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
分析不同分组患者住院期间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的情况。 结果：２０７ 例 ５０ 岁以上 ＡＡＡ 患者中，经冠状动

脉造影确诊冠心病 １５１ 例（７２ ９％ ）。 ９３ 例合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中，同期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组 ６ 例（６ ５％ ），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 ６０ 例（６４ ５％ ），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 ２７ 例（２９ ０％ ）。 各组间

年龄、性别、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冠状动脉病变支数情况及 ＡＡＡ 最大径等无统计学差异（Ｐ 均 ＞
０ ０５）。 同期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组中，无发生住院期间死亡，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出现 １ 例（１ ７％），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

出现 ２ 例（７ ４％），各组间住院期间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同期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组出现 １ 例（１６ ７％）术
后并发症，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 １０ 例（１６ ７％），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 ３ 例（１１ １％），各组住院期间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５０ 岁以上 ＡＡＡ 患者中有着较高的冠心病共患率。 对于合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

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同期行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术并不会增加术后住院期间不良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 　 腹主动脉瘤；冠心病；手术策略；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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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

　 　 腹主动脉瘤（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ＡＡＡ）
是腹主动脉异常扩张引起的疾病。 一旦疾病进展至

破裂，病死率高达 ９０％以上。 为预防 ＡＡＡ 破裂，目
前指南推荐对于直径 ＞ ５ ５ｃｍ 或者每年增长 ＞
１ ０ｃｍ 的 ＡＡＡ 患者进行经皮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ＶＡＲ）或者外科手术治

疗，ＥＶＡＲ 是解剖条件合适的患者的一线治疗方式

（Ｉ 类推荐，证据级别 Ｂ） ［１］。
ＡＡＡ 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

的等危症，ＡＡＡ 合并冠心病发生率很高。 我中心曾

对 ＞ ５０ 岁的 ＡＡＡ 患者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冠
心病检出率高达 ９０ ０％ ，其中三支病变检出率达

３１ ４％ ［２］。 既往有多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是 ＡＡＡ 患

者围手术期出现并发症及死亡的首要原因［３ － ５］。 有

些学者认为，对于合并严重冠心病拟行大血管手术

的患者，术前进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可以改善患者

的长期预后［６］。 然而，有研究则表明如果术前进行

冠状动脉血运重建，不仅无法改善患者的短期预后，
而且进一步增加了 ＡＡＡ 破裂的风险［７］。 也有学者

则建议同期行手术治疗［８］。
目前的观察结果主要基于 ＡＡＡ 外科手术。 对

于 ＡＡＡ 合并冠心病患者手术治疗策略的选择仍无

定论，尤其对于合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手术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本研究通

过回顾性分析在我院住院 ５０ 岁以上确诊 ＡＡＡ 并行

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探讨 ５０ 岁以上 ＡＡＡ 患者中

冠心病的共患率，并分析不同手术治疗策略对合并

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住院期

间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连
续性入选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间，在广东省

人民医院住院 ５０ 岁以上确诊 ＡＡＡ 并行冠状动脉造

影的患者 ２０７ 例，收集临床及影像学资料。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Ｄｅｎｍａｒｋ）软件独立双份录入，一致性

核对后建立数据库。 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以冠

状动脉管腔狭窄直径 ＞ ５０％ 作为确诊冠心病的标

准，根据病变部位及所累及冠状动脉数目分为单支、
两支和三支病变或左主干病变。 严重冠心病定义为

至少一支冠状动脉狭窄 ＞ ７０％ 或左主干狭窄 ＞
５０％ ［９］。 ＡＡＡ 适合行 ＥＶＡＲ 指征： 瘤体直径 ＞
５ ５ｃｍ，或者每年增长 ＞ １ ０ｃｍ，或有明显动脉瘤相

关症状的解剖条件合适的肾下型 ＡＡＡ［１］。
２． 研究方法：对于所有年龄超过 ５０ 岁的 ＡＡＡ

患者进行常规冠状动脉造影。 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

果，探讨 ５０ 岁以上 ＡＡＡ 患者中冠心病的检出率。
在确诊 ＡＡＡ 合并冠心病的患者中，进一步分析其中

合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根
据不同手术策略，分为同期 ＥＶＡＲ ＋ 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ＰＣＩ）组（同时行 ＥＶＡＲ 和 ＰＣＩ 术）、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先行 ＥＶＡＲ 术，再择期行 ＰＣＩ 术）、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先行 ＰＣＩ 术，再择期行 ＥＶＡＲ 术）。 分析

不同手术治疗策略分组患者住院期间术后不良事件

发生的情况。 术后不良事件包括住院期间死亡，动
脉瘤破裂，卒中，急性心衰，急性心梗，急性肾功能不

全，感染，支架植入术后内漏，脏器缺血，截瘫，穿刺

口并发症及精神异常等。
３． 统计方法：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 计量资料以均值 ± 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两组

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非正

态计量资料使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

分比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或精确概率

法。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腹主动脉瘤患者冠心病的检出率　 ２０７ 例 ５０
岁以上 ＡＡＡ 患者中，男性 １７４ 例，女性 ３３ 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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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７１ ４７ ± ８ ４２）岁。 全部患者均行冠状动脉造

影，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冠心病 １５１ 例，ＡＡＡ 患者

中冠心病检出率为 ７２ ９％ ，其中单支病变 ５５ 例

（２６ ６％ ），两支病变 ４５ 例（２１ ７％ ），３ 支病变 ３９ 例

（１８ ８％ ），左主干 ＋ ２ 支病变 ２ 例（１％ ），左主干 ＋ ３
支病变 １０ 例（４ ８％ ）（图 １）。

表 １　 不同手术策略分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ｘ ± ｓ，ｎ（％ ）］
项目 同期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组（ｎ ＝ ６） 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ｎ ＝ ６０） 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ｎ ＝ ２７） Ｐ 值

年龄 ／ 岁 ７１ ５０ ± １０ ６５ ７１ ９２ ± ７ ６１ ７１ ８５ ± ８ ３９ ０ ７４５
性别 ／ 男性 ６（１００） ５１（８５） ２４（８８ ９） ０ ３７５
吸烟史 １５（２５） ７（２５ ９） ０ １８５
高血压 ５（８３ ３） ３６（６０） ２１（７７ ８） ０ １６４
糖尿病 ２（３３ ３） １０（１６ ７） ２（７ ４） ０ ２４３
慢性肾功能不全 ３（５０） １６（２６ ７） １１（４０ ７） ０ ２７９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５０ ± １ ２９ ４ ４９ ± １ ２０ ４ ７０ ± １ １２ ０ ２０４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３１ ± ０ ３７ １ ２２ ± ０ ５６ １ ２４ ± ０ ４３ ０ ２５１
ＬＤＬ ／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７５ ± １ ００ ２ ８３ ± １ ０３ ２ ９９ ± ０ ８８ ０ ５３２
ＨＤＬ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０３ ± ０ ２４ １ ０２ ± ０ ２２ １ ０４ ± ０ ２６ ０ ６７２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０ ４９８
　 单支病变 ３（５０） ２０（３３ ３） ６（２２ ２）
　 二支病变 １（１６ ７） １７（２８ ３） １３（４８ １）
　 三支病变 １（１６ ７） １８（３０） ７（２５ ９）
左主干 ＋ ２ 支病变 ２（３ ３）
左主干 ＋ ３ 支病变 １（１６ ７） ３（５ ０） １（３ ７）
ＡＡＡ 最大径 ／ ｍｍ ６３ １２ ± ６ ５６ ６６ ５６ ± ７ ３３ ６２ ９８ ± ７ ２６ ０ ５６８

图 １　 ＡＡＡ 患者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布图

２． 不同手术策略分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　 本研

究 １５１ 例确诊 ＡＡＡ 合并冠心病患者中，１０１ 例为合

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其中

８ 例患者因经济等原因拒绝任何手术治疗，９３ 例接

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中，根据不同手术治疗策略，分为

同期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组 ６ 例（６ ５％ ），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

６０ 例（６４ ５％ ），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 ２７ 例 （２９ ０％ ）。
如表 １ 所示，各组间年龄、性别、动脉粥样硬化危险

因素、冠状动脉病变支数情况及 ＡＡＡ 最大径等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３． 不同手术策略分组患者住院期间术后不良事

件发生情况 　 同期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组中，无发生住院

期间死亡；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中出现 １ 例（１ ７％ ）住院

期间死亡，死亡原因考虑为 ＥＶＡＲ 术后出现内漏；
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中，出现 ２ 例（７ ４％ ）住院期间死

亡，死亡原因考虑为 ＡＡＡ 破裂及严重肺部感染，各
组间住院期间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同期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组出现 １ 例 （１６ ７％ ） 术后并发症，
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 １０ 例（１６ ７％ ），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 ３
例（１１ １％ ），各组住院期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无统

计学差异。 各组术后住院期间均无急性心梗，急性

肾功能不全，脏器缺血，截瘫等发生（表 ２）。

讨　 论

１９８４ 年，Ｈｅｒｔｚｅｒ 等［１０］ 最早提出了 ＡＡＡ 与冠心

病的密切联系。 在 ２６３ 例确诊 ＡＡＡ 的患者中，通过

冠状动脉造影，有 ８１ 例患者（３１％ ）被检出有严重

的冠心病，只有 １６ 例患者（６％ ）冠状动脉造影是完

全正常的。 我中心曾对 ７０ 例（年龄 ＞ ５０ 岁）常规进

行腹主动脉造影确诊 ＡＡＡ 的患者同时行冠状动脉

造影检查，结果显示：７０ 例患者中，检出冠心病 ６３
例（９０ ０％ ），其中单支病变 ２０ 例（２８ ６％ ），２ 支病

变 １５ 例（２１ ４％ ），３ 支病变 ２２ 例（３１ ４％ ），左主干

＋ ３ 支病变 ６ 例（８ ６％ ） ［２］。 本研究 ２０７ 例 ５０ 岁以

上 ＡＡＡ 患者中，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冠心病 １５１
例，ＡＡＡ 患者中冠心病检出率为 ７２ ９％ 。 这与既往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确诊 ＡＡＡ 患者中，有着普遍

较高的冠心病共患率［１１⁃１２］。 我中心既往研究提示，
５０ 岁以上的 ＡＡＡ 患者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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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岁以上 ＡＡＡ 患者常规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具

有普遍的临床指导意义，及时发现冠状动脉病变，全
面评估冠状动脉及腹主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优先

干预危及患者生命的血管病变，从而采取合理的治

疗方案，以降低围术期的并发症、死亡风险，改善患

者长期预后［１３］。

表 ２　 不同手术策略分组患者住院期间术后不良事件

发生情况［ｘ ± ｓ，ｎ（％ ）］

项目

同期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组
（ｎ ＝ ６）

ＥＶＡＲ 后

ＰＣＩ 组
（ｎ ＝ ６０）

ＰＣＩ 后
ＥＶＡＲ 组

（ｎ ＝ ２７）
Ｐ 值

住院期间死亡 １（１ ７） ２（７ ４） ０ ３５４
术后并发症 １（１６ ７） １０（１６ ７） ３（１１ １） ０ ７８４
　 脑卒中 １（３ ７） ０ ２８６
　 急性心力衰竭 ２（３ ３） ０ ４１１
　 肺部感染 ２（３ ３） ２（７ ４） ０ ５４９
　 穿刺口感染 ４（６ ７） ０ １６５
　 精神异常 １（１６ ７） ２（３ ３） ０ １６８

既往研究表明，ＡＡＡ 外科术后病死率大约为

５％ ，当合并有冠心病时，外科术后病死率增加了

２ ６ ～ ５ ３ 倍［１４］。 因此，有学者建议 ＡＡＡ 外科术前

进行心脏评估及必要时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１５］。
有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合并有严重冠心病的腹主动脉

患者，动脉瘤外科手术应与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同

期进行，或者在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后 ２ｗ 内进行，
以减少动脉瘤破裂的风险［１６］。 有部分学者则认为，
仅对于存在高破裂风险的 ＡＡＡ 患者，建议同期行动

脉瘤修复及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而对于其他患者，
则建议在 ＡＡＡ 修复术后的 ２ ～ ４ｗ 再择期行冠状动

脉血运重建术［５］。 一项纳入 １２ 个研究的荟萃分析

表明，同期行 ＡＡＡ 外科手术及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

并不会增加患者 ３０ｄ 的不良事件发生率［１７］。 目前，
对于合并严重冠心病的 ＡＡＡ 患者，研究结果似乎倾

向于进行同期手术［１８］。
综上，合并冠心病及 ＡＡＡ 的外科手术治疗，围

术期预后不佳。 随着经皮主动脉腔内修复技术的发

展，对于直径 ＞ ５ ５ｃｍ 的肾下型 ＡＡＡ 患者使用覆膜

支架进行腔内修复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治疗方法。
目前，对于 ＡＡＡ 合并冠心病患者手术治疗策略的选

择仍无定论，尤其对于合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手术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本研究中，不同手术策略分组患者住院期间病

死率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

于合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
同期行 ＥＡＶＲ ＋ ＰＣＩ 术并不会增加术后住院期间不

良事件的发生。 冠心病是 ＡＡＡ 患者围手术期出现

并发症及死亡的首要原因，对于合并严重冠心病的

ＡＡＡ 患者，同期行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术，一方面可以减少

患者围手术期急性心梗、急性心衰等心血管不良事

件的发生，同时也减少了 ＡＡＡ 破裂的风险。 另一方

面，同期行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术，增加了患者一次手术中

造影剂的用量，增加了手术时间及射线的辐射量，从
而增加了患者造影剂肾病、术后感染的风险，ＰＣＩ 术
后双抗血小板治疗可能会增加穿刺口出血、感染等

并发症的发生。 本研究同期行 ＥＶＡＲ ＋ ＰＣＩ 术患者

中，术后均未出现急性肾功能不全、术后感染、穿刺

口出血及感染等并发症。 尽管本研究未能得出同期

行 ＥＡＶＲ ＋ ＰＣＩ 术优于分期进行手术的结论，但对

于合并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同
期行 ＥＡＶＲ ＋ ＰＣＩ 术不仅可以避免因需要再次手术

而再住院，从而减少总的住院费用及住院时间，而且

同期手术并不会增加患者术后住院期间不良事件的

发生。
本研究为单中心的回顾性分析研究，样本量较

少，同期行 ＥＡＶＲ ＋ ＰＣＩ 组仅 ６ 例。 而且仅对患者住

院期间术后的不良事件进行分析，缺乏进行长期跟

踪随访，无法评估不同手术治疗策略对合并严重冠

心病的 ＡＡＡ 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 但是，既往以外

科手术为基础的手术策略研究，不良事件的发生主

要在围术期。 本研究发现，以局麻经皮穿刺的，
ＥＶＡＲ 为基础的 ＡＡＡ 修复，无论是否同期行冠状动

脉血运重建，不增加围术期不良事件发生。 研究结

论尚有待更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来全面评

估不同手术治疗策略对合并严重冠心病的 ＡＡＡ 患

者长期预后的影响，以更好地在临床实践当中指导

该类患者手术策略的选择。
综上所述，５０ 岁以上 ＡＡＡ 患者中有着较高的

冠心病共患率。 对于合并有严重冠心病且适合行

ＥＶＡＲ 的 ＡＡＡ 患者，同期行 ＥＡＶＲ ＋ ＰＣＩ 术并不会

增加术后住院期间不良事件的发生。 有待更进一步

研究明确不同手术策略对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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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０５⁃１３ 收稿）

·读者·作者·编者·

三线表的规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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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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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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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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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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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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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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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

焦 洋　 张小明　 张学民　 李 伟　 蒋京军　 李清乐　 张 韬　 贺致宾　 何长顺

　 　 ［摘要］ 　 目的：总结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特点和腔内治疗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收治的 ９ 例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患者病例资料，１ 例保守治疗，
８ 例行腔内治疗。 其中 Ｉ 型 ３ 例，行假腔栓塞治疗，ＩＩ 型 ５ 例，行腹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治疗。 结

果： 一期技术成功率 １００％ ，所有腔内治疗的患者夹层假腔均消失。 术后患者腹痛症状消失，１ 例患者术

后 １０ 个月发现假腔再次显影，再次行栓塞治疗后假腔消失。 结论： 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是一种临床少

见但高危疾病，腔内治疗封闭夹层破口并闭合假腔，是治疗腹主动脉夹层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腔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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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ｄｒａｓｃｕｌａｒ

　 　 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ＡＡＤ）是指仅累及膈肌水平以下主动脉

的夹层病变，是一种临床罕见疾病，在各种主动脉夹

层病变中占比为 １％ ～ ４％ ［１］。 本病的病因、自然病

程、转归尚不十分明确，目前关于 ＩＡＡＤ 的文献多为

零星个案报道和小样本临床研究［２⁃３］，对于其治疗

选择，特别是腔内治疗方法缺乏系统的阐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 ９

例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８ 例行腔内治疗，１ 例保守

治疗，均取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本组共 ９ 例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

患者，其中男性 ６ 例，女性 ３ 例，年龄 ４８ ～ ９０ 岁，平
均（６６ ４ ± １５ ８）岁。 其中以突发腹痛为首发症状

者 ６ 例，包括外伤导致 ＩＡＡＤ 者 １ 例，无明显症状、
查体发现 ＩＡＡＤ 者 ２ 例，有腹痛症状者发病时间 １ ～
７ｄ。 ９ 例患者均无肾衰竭、肠管缺血并发症，１ 例合

并左下肢间歇跛行，７ 例合并高血压病。 所有患者

治疗前均行大动脉 ＣＴＡ 扫描并三维重建，明确夹层

８８７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０



部位、累及范围，与累及腹主动脉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夹

层鉴别，同时初步确定夹层破口位置，完成分型。 本

组中 ３ 例为肾动脉上型（Ｉ 型），１ 例破口位于腹腔干

与肠系膜上动脉之间腹主动脉壁，２ 例破口位于肾

动脉开口水平腹主动脉壁，夹层均仅累及腹主动脉；
６ 例为肾动脉下型（ＩＩ 型），其中 １ 例破口位置距肾

动脉开口 ＜ １ｃｍ，５ 例破口距肾动脉开口 ＞ １ ５ｃｍ，２
例合并远处破口，均位于髂总动脉，２ 例夹层仅累及

局部腹主动脉壁，４ 例夹层累及腹主动脉至髂总动

脉，无夹层逆撕至膈肌下缘水平或膈肌上降主动脉

者（表 １）。

图 １　 Ｉ 型 ＩＡＡＤ 单纯栓塞治疗；图 ２　 Ｉ 型 ＩＡＡＤ 栓塞治疗 ＋ 腹主动脉裸支架； 图 ３　 ＩＩ 型 ＩＡＡＤ 直形腹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修复 ＋
左肾动脉“烟囱”支架； 图 ４　 ＩＩ 型 ＩＡＡＤ 一体式分叉形腹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修复 ＋ 右髂动脉 ＶＩＡＢＡＨＮ 覆膜支架（所有图片均采

集自术中 ＤＳＡ 影像　 Ａ：术前造影；Ｂ：术后造影）

表 １　 ９ 例 ＩＡＡＤ 患者临床资料

病例 首发症状 发病时间 合并症 分型 近端破口位置 夹层累及范围 远端破口位置

１ 腹痛 ３ｄ 高血压病 Ｉ 腹腔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

之间

腹主动脉，４ｃｍ —

２ 查体发现 ＞ １４ｄ 高血压病、颈椎病 ＩＩ 肾动脉下方 ０ ７ｃｍ 腹主动脉至髂动脉分叉 —
３ 腹痛 ６ｈ 高血压病、乳腺癌术后 ＩＩ 肾动脉下方 １ ５ｃｍ 腹主动脉至右髂总动脉 右髂总动脉

４ 腹痛 ２ｄ 高血压病 Ｉ 肾动脉开口处 腹主动脉，３ｃｍ —
５ 腹痛 ３ｄ 高血压病、冠心病、急性心

肌梗死、ＣＯＰＤ
ＩＩ 肾动脉下方 ２ｃｍ 腹主动脉至髂动脉分叉 —

６ 腹痛 ５ｄ 冠心病、结肠癌术后、右下

肢跛行

ＩＩ 肾动脉下方 ２ ５ｃｍ 腹主动脉至右髂总动脉 右髂总动脉

７ 查体发现 ＞ １４ｄ 高血压病、心房颤动、颈动

脉狭窄、十二指肠癌术后

ＩＩ 肾动脉下方 ３ ５ｃｍ 腹主动脉，５ｃｍ，远端瘤样扩

张，直径 ３ ３ｃｍ
—

８ 外伤后腹痛 ４ｄ — ＩＩ 肾动脉下方 ３ｃｍ 腹主动脉至髂动脉分叉 —
９ 腹痛 ７ｄ 高血压病 Ｉ 肾动脉开口处 腹主动脉，３ｃｍ —

２． 治疗方法：本组 ９ 例 ＩＡＡＤ 患者，其中 １ 例

（ ＩＩ 型 ＩＡＡＤ）因患者高龄、一般情况差，确诊时处

于心肌梗死急性期，存在手术禁忌，选择药物保守

治疗，其余 ８ 例均成功行腹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

术。 术前药物控制血压至 １３０ ／ ８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常规局麻下经股动脉入路行主动脉

造影，明确夹层病变位置、累及范围，破口数量和位

置确定病变分型，根据分型结果和病例特点选择腔

内治疗方案。 ３ 例 Ｉ 型 ＩＡＡＤ，２ 例破口均位于肾动

脉开口处，单一破口且破口直径小，导管经破口选入

假腔，使用弹簧栓子封闭假腔（图 １）；另外 １ 例破口

位于腹腔干与肠系膜上动脉之间，破口较大，经破口

预置导管于假腔内，随后经另一侧股动脉入路以一

枚适当口径的主动脉金属裸支架封盖夹层破口，随
后经预置的导管向假腔内投放弹簧栓子，直至假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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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被弹簧栓子充满（图 ２）。 ５ 例 ＩＩ 型 ＩＡＡＤ，破口

均位于肾动脉开口下方腹主动脉壁，３ 例使用适当

口径的直形主动脉覆膜支架封堵夹层破口，其中 １
例因破口位置距肾动脉开口 ＜ １ｃｍ，近端锚定区不

足，覆膜支架覆盖左肾动脉开口扩展锚定区，同时烟

囱技术重建左肾动脉（图 ３），１ 例因右髂总动脉存

在远处破口，术中使用髂动脉覆膜支架封闭远处破

口；１ 例因破口位置低且右髂总动脉髂外动脉真腔

严重狭窄，使用一体式腹主动脉覆膜支架 ＋ 髂动脉

覆膜支架封闭夹层破口，开通右髂动脉（图 ４）；１ 例

因腹主动脉夹层远端合并瘤样扩张，且双侧髂总动

脉长度均 ＜ ３ｃｍ，为保留髂内动脉，使用分体式腹主

动脉覆膜支架封闭夹层破口，隔绝动脉瘤。 完成治

疗后所有病例均复查动脉造影评估封堵 ／栓塞效果。
动脉穿刺点均以 Ｐｒｏｇｌｉｄｅ 血管缝合器缝合，导入腹

主动脉裸支架和覆膜支架前入路股动脉穿刺点均以

两把 Ｐｒｏｇｌｉｄｅ 缝合器预缝合。 术中静脉药物控制血

压心率平稳，术后口服药物（β 受体阻滞剂、钙拮抗

剂）控制血压、心率。

结　 果

１． 腔内治疗： ８ 例行腔内手术治疗修复的

ＩＡＡＤ 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复查造影夹层假

腔均消失，内脏动脉显影良好，腹主动脉、髂动脉血

流通畅，技术成功率 １００％ 。 患者腹痛症状一周内

均基本消失，２ 例置入主动脉覆膜支架患者术后出

现一过性发热，无感染征象，对症治疗后恢复，１ 例

右下肢间歇跛行患者术后症状消失。 全组无围术期

死亡，术后均顺利出院。
２． 随访：本组 ９ 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 １

～４３ 个月。 随访通过腹部动脉彩超或增强 ＣＴ 检查

评估术后状态，３ 例 Ｉ 型 ＩＡＡＤ 患者中 ２ 例单纯栓塞

治疗患者术后夹层假腔完全消失，１ 例于术后 １０ 个

月发现夹层假腔造影剂显影，再次入院以弹簧栓子

栓塞治疗后继续随访 ３３ 个月未见复发；５ 例 ＩＩ 型

ＩＡＡＤ 患者术后夹层假腔均完全消失。 １ 例保守治

疗患者随访 ３ 个月，腹主动脉夹层仍存在，假腔范围

无明显增大。 随访期间无患者死亡。

讨　 论

１． 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的病因和流行病学：孤
立性腹主动脉夹层比较少见，在主动脉夹层病变中

占比为 １％ ～ ４％ ［１］，国内外相关文献报告较少，且
多为个案报告和小样本研究。 近年来的文献报道例

数有增加趋势，２００７ 年 Ｔｒｉｍａｒｃｈｉ 报道 １８ 例［１］，２０１３
年 Ｋｏｕｖｅｌｏｕｓ 报告 １４ 例［４］，２０１５ 年李明等报告了 ２８
例［５］，本组不到 ４ 年时间内报告 ９ 例，其中 ７ 例发现

于近 ２ 年内。 说明 ＩＡＡＤ 越来越引起临床重视，其
诊断率和治疗率有增加趋势。 目前对 ＩＡＡＤ 的临床

特点、自然转归认识还很不充分，其治疗策略、手术

指征、手术技术手段等方面都需要更多病例总结分

析获得经验。 ＩＡＡＤ 根据病因可分为自发性（动脉

粥样硬化）、外伤性和医源性，后两者很少见［１⁃２］。
２． 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特点和分型：

４９％ ～ ６８ ７％ 的 ＩＡＡＤ 患者首发症状为腹痛，近

５０％患者合并动脉粥样硬化，８０％ 的 ＩＡＡＤ 患者合

并高血压病［１，６］，其相关并发症包括肢体缺血、肠缺

血、肾衰竭及腹主动脉破裂等。 主动脉增强 ＣＴ 扫

描是确诊 ＩＡＡＤ 的主要辅助检查手段，可明确夹层

累及的范围从而与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夹层鉴别，初步确

定破口的位置，从而确定临床分型，指导进一步治疗

策略。 根据夹层破口的位置，一般将 ＩＡＡＤ 分为两

型，Ｉ 型：夹层破口位于肾动脉开口水平以上（包括

肾动脉开口处）、膈肌水平以下主动脉壁，相对少

见；ＩＩ 型：夹层破口位于肾动脉开口下方主动脉壁，
相对多见［９］。 有学者提出将破口在膈肌下方、腹腔

动脉上方腹主动脉壁的 ＩＡＡＤ 单独列为一型［５］，但
国内外文献中罕有此型病例报告。

３． 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治疗方法的选择：
ＩＡＡＤ 的自然转归尚不十分明确，因而其治疗原则

缺乏统一规范。 Ｔｒｉｍａｒｃｈｉ 对 ２ ／ ３ 的患者实施保守

治疗，１ ／ ３ 的患者实施手术治疗，５ 年随访观察发

现手术治疗组预后明显优于保守治疗组，后者有

约 １ ／ ３ 的病例 ５ 年内死于夹层破裂、肾功能衰竭等

ＩＡＡＤ 相关并发症［１］ 。 Ｋｏｕｖｅｌｏｕｓ 报告中 ５０％ 的

ＩＡＡＤ 病例实施了外科手术治疗，３０％ 的病例药物

保守治疗，２０％的病例实施腔内治疗，认为外科手

术和腔内治疗效果优于保守治疗，腔内治疗围术

期安全性更优［４］ 。 由于保守治疗存在严重风险，
近年来对于 ＩＡＡＤ 的治疗倾向于积极干预的策略。
ＩＡＡＤ 的干预指正包括：①出现濒临破裂表现；②
无法缓解的腹痛；③ＩＡＡＤ 合并动脉瘤；④假腔进

行性扩张；⑤夹层累及肾动脉水平以上腹主动脉；
⑥合并肠缺血、急性肾衰或急性肢体缺血需要外

科干预；⑦无法控制的高血压［６⁃８］ 。
ＩＡＡＤ 的外科手术治疗主要是切除并以人工

血管替换病变主动脉，重建内脏动脉血供，手术效

果确切，但创伤较大，手术相关并发症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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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１⁃４］ 。 近年来的文献显示越来越多的 ＩＡＡＤ 患者

接受了腔内治疗，特别是对于 ＩＩ 型 ＩＡＡＤ 患者，获
得了与外科手术同样满意的治疗效果。 ＩＡＡＤ 的

腔内治疗目标是封闭夹层破口、闭合夹层假腔，使
假腔与真腔血流隔离，最终完全愈合，具有创伤

小、平均住院周期短、治疗费用低等优势，已有学

者提 出 将 腔 内 治 疗 作 为 ＩＡＡＤ 的 首 选 治 疗 方

式［１０］ 。 本组 ９ 例患者，８ 例实施了腔内治疗，均获

得良好效果。
４． 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ＩＡＡＤ 的

腔内治疗第一步是完成动脉造影。 其目的是明确夹

层病变累及范围，确定病变分型，决定后续治疗方

式。 ＩＩ 型 ＩＡＡＤ 根据 ＣＴＡ 影像信息在特定角度切线

位行主动脉造影即可明确夹层累及范围和破口位

置，必要时可用导管经破口选入假腔确认。 Ｉ 型

ＩＡＡＤ 因累及内脏动脉，术前 ＣＴ 及主动脉造影往往

无法确定破口位置，这时需要以造影导管仔细寻找，
务必使导管经破口选入假腔内。 我们的经验是首先

逐一选入腹腔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双侧肾动脉开

口，造影明确破口是否在内脏动脉开口内，如果确认

内脏动脉均无夹层破口，则可确定破口位于局部腹

主动脉壁。 ＩＡＡＤ 的腔内治疗方法可参考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１１⁃１２］，但由于二者病因、
病理不同，治疗理念和技术细节又存在着明显差异。

Ｉ 型 ＩＡＡＤ 破口位于肾动脉开口上方主动脉壁，
夹层常累及腹腔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及肾动脉，大多

不适合使用覆膜支架封堵夹层破口。 但笔者发现可

能由于局部多分支的解剖结构特点，Ｉ 型 ＩＡＡＤ 夹层

范围多较局限，一般只有单一破口，没有远端破口，
且破口直径多较小，适合使用弹簧栓子栓塞治疗。
本组 ３ 例 Ｉ 型患者，２ 例为小破口、假腔局限病变，使
用导管经破口选入假腔，单纯使用弹簧栓子栓塞治

疗，效果确切；另 １ 例破口相对较大，单纯栓塞可能

导致栓子脱落如主动脉真腔，我们首先使用导管经

破口选入假腔，随后经另一股动脉入路置入并释放

１ 枚主动脉金属裸支架覆盖夹层破口，此时再经预

置的导管完成假腔的栓塞。 使用裸支架的目的是既

能遮盖夹层破口避免弹簧栓子脱出，裸支架结构特

点决定了其架构孔隙较大，不会影响破口附近内脏

动脉血流。 本例患者术后 １０ 个月发现假腔仍有造

影剂显影，再次手术时导管通过裸支架孔隙仍能选

入假腔完成栓塞，效果满意。 即使出现了弹簧栓子

部分脱出的情况，也可以补救性的再置入一枚裸支

架将脱出的弹簧栓子隔离于管腔之外。 虽然主动脉

裸支架覆盖内脏动脉开口短期内不会影响血流，但
远期仍有出现内脏动脉开口闭塞的潜在风险，因而

我们认为使用裸支架应该十分慎重，对于破口小的

Ｉ 型病变首选单纯栓塞。 普通弹簧栓子释放过程中

存在栓子脱落风险，操作时应仔细观察避免栓子脱

出；可控弹簧栓子具有 ３Ｄ 空间结构，释放过程中随

时可回收调整，且栓子较长，大大减少了需使用的弹

簧栓子数量，提高了栓塞操作的安全性，也有助于减

少使用主动脉裸支架的机会。
ＩＩ 型 ＩＡＡＤ 破口位于肾动脉开口下方，夹层累

及范围较广泛，髂动脉处可能同时存在远端破口。
笔者注意到 ＩＡＡＤ 假腔内往往合并部分血栓化，近
端锚定区条件大多较好，如果夹层仅累及腹主动脉，
单一破口且破口距肾动脉开口下方 ＞ １ ５ｃｍ，远端

也具有良好的锚定区，使用直形覆膜支架封堵腹主

动脉夹层破口是首选方案。 如果近端锚定区 ＜
１ ５ｃｍ，平肾动脉开口释放覆膜支架可能因锚定区

不足导致 Ｉ 型内漏，此时使用“烟囱技术”或开窗

技术重建肾动脉，能同时达到向近端拓展获得足

够锚定区避免内漏和维持肾动脉血供两个目的。
如果髂动脉存在远端破口，单纯封堵腹主动脉破

口后远端破口仍会有血流逆行进入假腔，直接会

影响假腔血栓闭合，应使用覆膜支架同期封堵。
对于腹主动脉夹层累及腹主动脉分叉处或合并腹

主动脉瘤、髂总动脉真腔受压狭窄的病例，夹层病

变远端往往无法获得足够锚定区，分叉形覆膜支

架能够将锚定区延伸至髂总动脉甚至髂外动脉，
建议作为首选方案。 分叉形覆膜支架可分为两

种，一种是一体式，另一种是分体式。 由于腹主动

脉夹层患者局部真腔多受压存在狭窄，特别是真

腔直径小于 １８ｍｍ 时，分体式支架释放存在困难，
特别适用于一体式覆膜支架。 但一体式支架两髂

支长度固定，对于双侧髂总动脉均短小的病例难

以保留髂内动脉。 对于腹主动脉夹层真腔较粗

大，特别是合并腹主动脉瘤，以及需要保留髂内动

脉或需要使用覆膜支架同时封堵髂动脉破口、开
通髂动脉真腔血供的情况，分体式支架因双侧髂

支长度、直径均可调节，适用范围更广泛。
根据本组病例的经验和近期文献报告，我们认

为，综合使用腔内技术治疗 ＩＡＡＤ 具有良好的效果

和出色的安全性。 对于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一经

确诊，应采取积极的治疗策略，及早进行外科干预，
干预手段首选腔内治疗。

（下转第 ８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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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疾病介入专栏·
〈论著〉

巨大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

左 健　 李 凯　 郭 坚　 王少玮　 孙子兰　 俞世强

　 　 ［摘要］ 　 目的：总结巨大腹主动脉瘤腔内（ＡＡＡ）隔绝治疗经验及中远期疗效。 方法：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间，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采用经皮穿刺血管缝合器技术行血管腔内修复治疗巨大 ＡＡＡ
４７ 例，其中男性 ３４ 例，女性 １３ 例，平均年龄 ６７ ５ 岁（５８ ～ ８５ 岁），随访 ３６ ～ ９２ 个月，平均（５６ ０ ± １０ ２）
个月，每个病例均填写标准化（ＣＲＦ）表格，建立数据库，分析其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 结果：术中 １ 例近

端少量 Ｉ 型内漏，球囊扩张后内漏基本消失；肺部感染 １ 例，给予抗生素后好转，肾功能不全患者 ３ 例，给
予透析治疗后肾功能恢复，肌酐、尿素氮指标正常。 １ 例 ８３ 岁患者术后 ２４ｈ 后出现截瘫，给予康复锻炼

后恢复，术后 ４７ 例均临床痊愈出院。 其中 ２ 例患者随访 １ 年后死亡，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和肺癌，
病死率为 １ ２％ 。 结论：随着血管外科手术技术的不断改进和血管腔内修复技术的开展，巨大 ＡＡＡ 手术

的安全性将会不断提高。
［关键词］ 　 巨大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带膜支架；血管缝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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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４７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３４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１３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６７ ５ ｙｅａｒｓ （５８⁃８５ ｙｅａｒｓ ） ｗｅ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３６ ｔｏ
９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ｍｅａｎ ５６ ０ ±１０ ２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ｍｏｎｔｈｓ，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ＲＦ ｔａｂｌｅｓ，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ｏｎｅ ｃａｓｅ ａ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ｔｙｐｅ Ｉ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 ａｆｔｅｒ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ｄｉ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ｏｎ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ｎａｌ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ｉｖ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 ｕｒｅ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ｉｇｎｓ． １ ｃａｓｅ ｏｆ ８３⁃ｙｅａｒ⁃ｏｌ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２４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ａｒａｐｌｅｇｉａ，
ｇｉｖｅ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４７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ｃｕ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ｗ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１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ｗａｓ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１ ２％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ｄ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ｇ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ｌｏ⁃
ｓｕｒ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腹主动脉瘤（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ＡＡＡ）
是指腹主动脉局部直径超过正常值的 １ ５ 倍的局限

性扩张［１］，９５％ 以上发生在肾动脉以下，而其中

７５％的患者并无临床症状。 有 １５％ 的患者腹主动

脉局部直径超过正常值的 １ ５ ～ ２ 倍的局限性扩张

在临床上称之为巨大 ＡＡＡ［２］，其动脉瘤破裂及手术

风险极大。 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采用经皮穿刺血管缝合器技术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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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腔内隔绝治疗巨大 ＡＡＡ ４７ 例，取得良好疗效，经
验总结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本组病例包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在我科行 ＥＶＡＲ 治疗的巨大腹主动脉患者

４７ 例，其中男性 ３４ 例，女性 １３ 例，平均年龄 ６７ ５ 岁

（５８ ～ ８５ 岁），术前瘤体平均直径为（８６ ２２ ± １４ ６３）
ｍｍ，合并高血压病 ３０ 例，糖尿病 １０ 例，脑血管疾病

５ 例，双侧髂动脉破裂 ２ 例。
２． 术前评估：术前影像学评估：４７ 例患者术前均

采用 ＣＴ 血管造影检查（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ｇｉｏｇ⁃
ｒａｐｈｙ， ＣＴＡ），根据 ＣＴＡ 的初步测定评估腹主动脉各

项重要参数，包括 ＡＡＡ 长度和最大直径；近端瘤颈长

度、直径及成角；动脉瘤远端腹主动脉或髂总、髂外动

脉直径与长度，同时明确动脉瘤形态以及近远端动脉

的走向。 从而决定是否有 ＥＡＶＲ 手术指证，并指导手

术方式，支架类型和尺寸的选择［３］。
３． 支架种类：术中共应用 ３ 种覆膜血管支架：

Ｔａｌｅｎｔ 腹主动脉支架（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公司）、Ｚｅｎｉｔｈ 腹主

动脉支架（ Ｃｏｏｋ 公司） 和国产微创腹主动脉支架

（北京裕恒佳公司）。

图 １　 术前 ＣＴＡ 检查；图 ２　 术中造影显示瘤体巨大，远端髂动脉显影黯淡；图 ３　 释放左侧髂动脉延长支架，手
术结束时造影：瘤体隔绝；图 ４　 瘤体隔绝，少量内瘘

４． 手术方法：我中心 ４７ 例 ＡＡＡ 腔内修复术全

部在局麻下进行，取仰卧位，常规消毒铺巾，取双侧

腹股沟区应用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 技术穿刺双侧股动脉，置入

两把血管缝合器预留荷包，置入 ６Ｆ 动脉鞘，经动脉

鞘置入 ５Ｆ 猪尾黄金标记导管。 于腹主动脉胸 １２ 椎

体处进行腹主动脉造影，观察 ＡＡＡ 的结构及组织特

点、双侧肾动脉水平、肾动脉与瘤颈距离和瘤颈直

径，确定行腔内修复术的策略及可行性，确定腹主动

脉支架的定位，选择合适的人工覆膜支架（支架的

直径要求大于锚定区直径 １０％ ～ ２０％ ） ［４］。 一般在

右侧股动脉导管更换超硬导丝，建立轨道，送入人工

覆膜支架。 控制收缩压在 １０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以下，在 Ｘ 线透视下，将人工覆膜支架定

位。 再次造影定位，释放支架主体。 因手术需要放

置分叉型人工覆膜支架，通过超滑导丝引猪尾导管

进入支架主体内，交换超硬导丝，再送入直型单肢，
释放。 造影观察支架释放后血流通畅情况。

结　 果

１． ４７ 例巨大 ＡＡＡ 应用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治

疗。 腔内治疗最后的造影显示：ＡＡＡ 瘤腔隔绝良

好，肾动脉、肠系膜动脉、髂总动脉血流良好。 ４７ 例

患者中有 ６ 例患者出现并发症，统计如下：术中 １ 例

近端少量 Ｉ 型内漏，球囊扩张后内漏基本消失；肺部

感染 １ 例，给予抗生素后好转，肾功能不全患者 ３
例，给予透析治疗后肾功能恢复，肌酐、尿素氮指标

正常。 １ 例 ８３ 岁患者术后 ２４ｈ 后出现截瘫，给予康

复锻炼后恢复，术后 ４７ 例均临床痊愈出院。
２． 术后 １ 个月、３ 个月、６ 个月及 １ 年前来我院

门诊随访，如无合并症，改为每 １ 年随访一次，所有

支架形态良好、无移位、无内漏、无血栓形成。 随访

３６ ～ ９２ 个月，３７ 例患者支架位置良好，无严重支架

相关并发症，术后 ８ 个月和 ４６ 个月复查 ＣＴ 分别发

现 １ 例患者存在内漏，发生率 ４ ３％ ，考虑是由侧支

血管血液逆流引起，但这 ２ 例患者由于经济原因未

能接受二次介入治疗。 随访期间死亡 ２ 例，分别于

术后 １４ 个月和 ２６ 个月死于急性心肌梗死和肺癌，
病死率 １ ２％ 。 手术时间平均（１ ５ ± ０ ５） ｈ，出血

量（５０ ± １０） ｍＬ，术后住院天数（５ ± ２） ｄ，穿刺伤口

愈合良好，无红肿、渗出。

表 １　 ４７ 例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ｘ ± ｓ，ｎ（％ ）］

项目 数值

住院时间 ／ ｄ ５． ３ ± ３． ３
Ⅰ型内漏 １（２． １）
肺部感染 １（２． １）
肾功能不全 ３（６． ４）
截瘫 １（２． １）
死亡 ２（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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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为此，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着重注意以下方面：①
瘤颈较短（约 １５ｍｍ）且成 ９０°角，瘤体巨大，支架主

体释放开后远端完全漂浮在瘤体内，对近端锚定区

要求极高，释放位置高一点将覆盖肾动脉导致术后

肾衰等严重后果［５］，如果位置低了支架不能固定在

瘤颈则将导致支架滑脱至巨大瘤体内导致灾难性后

果，为此我们选用柔软性比较好带裸架的美敦力主

体支架［６］，近端带莲花状裸架及倒钩，增加近端锚

定稳固性，紧贴双侧肾动脉精确定位释放；②瘤腔巨

大，瘤体长度达 １８ｃｍ，主体支架最长为 １７ｃｍ，术中

固定好超硬导丝，延长腿支锚定远端血管，固定支

架；③左侧髂动脉严重扭曲，选择经右髂上主体支

架，左侧超硬导丝拉直后连接腿支，术中左髂血管太

扭曲无法接腿，经左锁骨下动脉建立轨道再接髂

支［７］；④左侧髂动脉覆膜支架内增加裸架，加强径

向支撑力，防止支架因扭曲角度大而打折。
巨大 ＡＡＡ 在连接髂支架时常出现导丝上行困

难，无法进入主体短臂支架，耗时长，在瘤腔内反复

操作，可能导致瘤腔内腹壁血栓脱落，甚至瘤体破

裂，故针对巨大 ＡＡＡ，可采用：①先释放肢体长臂支

架，从主体长臂支架进入导丝 ＋ 导管（猪尾巴造影

管或 Ｃｏｂｒａ 造影管），“翻山”进入对侧短臂支架［８］，
从对侧股动脉引出，或通过对侧股动脉置入抓捕器

将导丝拽出；该方法优点是操作简便、节省手术时

间［９］，缺点是：可能使主体支架向下移位（与选择支

架有关）②从左侧肱动脉插管，将导丝通过支架短

臂，直接送入对侧股动脉，自股动脉引出，或通过对

侧股动脉置入抓捕器将导丝拽出；该方法优点是减

少导丝在支架内的反复操作，缺点是：增加手术步

骤。 以上两种方法均为在巨大 ＡＡＡ 腔内修复术中

常用方法，至于如何选择，则凭借术者对何种方法的

熟练程度来决定。 ３６ 随着微创血管外科的发展，术
者经验的积累、支架产品的改良以及相关腔内技术

的不断改进，腔内技术越来越成熟；ＥＶＡＲ 技术已日

益成为 ＡＡＡ 的首选治疗手段［１ ０ ］，然而，ＡＡＡ 的局

部解剖变化大，不确定因素较多，手术者应审时度

势，合理的选择支架，掌握好腔内治疗与外科手术相

结合的原则，适时采用更有利于病人的手术方案，降
低手术风险［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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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 Ｊ Ｅｎ⁃
ｄｏｖａｓｃ Ｔｈｅｒ， ２０１０，１７：４３９⁃４４８．

［ ５ ］ 　 Ｂｏｃｋｌｅｒ Ｄ， Ｆｉｔｒｉｄｇｅ Ｒ， Ｗｏｌｆ Ｙ， ｅｔ 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ｕｒａｎｔ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ｔ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ｔ ３０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１８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 （ Ｔｏｒｉｎｏ）， ２０１０，５１：４８１⁃
４９１．

［ ６ ］ 　 谷涌泉，郭连瑞，齐立行，等． 开腹与腔内技术治疗腹主动脉

瘤的临床效果比较． 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９３：６４４⁃６４８．
［ ７ ］ 　 Ｗｅａｌｅ ＡＲ， 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 Ｋ， Ｍａｃｉｅｒｅｗｉｃｚ Ｊ， ｅｔ 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Ａｏｒｆｉｘ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ｃｋｓ⁃ａ ｐ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ｂｉｔｅｒ ２） ． Ｅｕｒ Ｊ Ｖａｓｃ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４１⁃３３７⁃３４３．

［ ８ ］ 　 Ｓｉｌｉｎｇａｒｄｉ Ｒ， Ｔａｓｓｅｌｌｉ Ｓ， Ｇｅｎｎａｉ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ｅｎｄｏｇｒａｆｔ ｆｏ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 ａｎ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ｅ
ｎｅｃｋ 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２０１０，１８：１０２⁃１０５．

［ ９ ］ 　 Ｄｏｎａｓ ＫＰ， Ｔｏｒｓｅｌｌｏ Ｇ， Ｐｉｔｏｕｌｉａｓ ＧＡ，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ｎｄ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ｂｙ ｉｌｉａｃ ｂｒａｎｃｈ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ｌｉａｃ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５３：１２２３⁃１２２９．

［１０］ 　 Ｒｏｓｓｅｌｌａ Ｆ． Ａｃｕｔｅ ｔｙｐｅ Ｂ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ｎ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６：４８８⁃４９３．

［１１］ 　 Ｓｉｄｌｏｆｆ ＤＡ， Ｓｔａｔｈｅｒ ＰＷ， Ｃｈｏｋｅ Ｅ， ｅｔ 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Ｉ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ｒｅｐａｉｒ． Ｂｒ Ｊ Ｓｕｒｇ，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２６２⁃１２７０．

（２０１６⁃０５⁃１３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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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黄连军，主任医师、教授、硕导。 研究方向：主动脉疾病诊断与介入治疗。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ｊｕｎ２００８ ＠
１６３． ｃｏｍ

·主动脉疾病介入专栏·
〈论著〉

近肾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中肾动脉
烟囱技术的应用

刘光锐　 郭 曦　 吴文辉　 黄小勇　 李铁铮　 韩晓峰　 薛玉国　 蒲俊舟　 濮 欣　 黄连军

　 　 ［摘要］ 　 目的：探讨近肾腹主动脉瘤（ ＪＡＡ） 腔内修复术（ＥＶＡＲ） 中肾动脉烟囱技术的价值。 方

法：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间，对 ２４ 例 ＪＡＡ 采用 ＥＶＡＲ 治疗，年龄范围 ５８ ～ ８１ 岁，平均（７０ ９ ± ８ ６）
岁，其中男性 ２３ 例；合并高血压 ２１ 例，糖尿病 １１ 例，冠心病 ９ 例。 瘤颈长度范围 １ ７ ～ １０ ５ｍｍ，平均

（６ ０ ± ４ ３）ｍｍ，因瘤颈锚定距离不适于标准的腔内修复方案，而行肾动脉烟囱支架置入术，以延长瘤颈

长度使之符合 ＥＶＡＲ 要求，同时有效保护肾动脉，然后再完成标准 ＥＶＡＲ 操作。 结果 ２４ 例手术全部获

成功，成功率 １００％ 。 ２４ 例患者使用 ３１ 枚肾动脉支架，其中左侧肾动脉烟囱术 ２２ 例，右侧肾动脉烟囱

术 １ 例，双肾烟囱 １ 例。 结果：２０ 例患者 ＡＡＡ 瘤腔隔绝良好，４ 例因存在近端 １ 型内漏而置入 Ｃｕｆｆ 支
架，共 ５ 枚；所有患者肾动脉血流良好。 随访 ２ ～ ２６ 个月，平均 １３ ３ 个 月，无死亡病例，肾动脉烟囱支架

通畅， ３ 例近端少量 １ 型内漏术，随访瘤体无增大，１ 例肱动脉穿刺处假性动脉瘤形成，转外科修复；１ 例

股动脉夹层形成，随访观察中。 术前与术后 １ 月肌酐值无明显差异（Ｐ ＞ ０ ０５）。 结论：肾动脉烟囱技术

治疗近 ＪＡＡ 技术成功率较高，并发症率及病死率较低，是传统 ＥＶＡＲ 技术的有效补充。
［关键词］ 　 腹主动脉瘤；腔内；烟囱支架技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１０⁃７９５⁃０４

Ｃｈｉｍｎｅｙ ｇｒａｆｔｓ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ｊｕｘｔａ⁃ｒｅ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　 ＬＩＵ Ｇｕａｎｇｒｕｉ，
ＧＵＯ Ｘｉ，ＷＵ Ｗｅｎｈｕｉ，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ＬＩ Ｔｉｅｚｈｅｎｇ， 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ＸＵＥ Ｙｕｇｕｏ，ＰＵ Ｊｕｎｚｈｏｕ，ＰＵ Ｘ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ａｎｊ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ｍｎｅｙ ｇｒａｆｔｓ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ｉｎ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
ｅｕｒｙｓｍ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ＶＡＲ） ｏｆ Ｊｕｘｔａ⁃ｒｅ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 （ＪＡ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ＪＡＡ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ＶＡＲ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ｍｎｅｙ ｇｒａｆ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ｉｎ ｏｕ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２３ ｗｅｒ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１ ｗａ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ｈｅ ａｇｅ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５８⁃８１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ｓ（７０ ９ ± ８ ６）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２１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
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１１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９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ｅｕｒｉｓｍ ｎｅｃｋ ｗａｓ ６ ０ ｍｍ （１ ７⁃１０ ５ｍｍ）， ｒｅ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ｃｈｉｍｎｅ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ａｓ １００％ ． Ｔｏｔａｌ ３１ ｒｅ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２２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ｌｅｆｔ ｒｅ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１ ｃａｓｅ ｉｎ ｒｉｇｈｔ ｒｅ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ｎｄ １ ｃａｓｅ ｉ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４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
ｃｕｆｆ ｓｔ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Ｉ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ｓ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ａ ｍｅａ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１３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２⁃２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ｎ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ｄｉｅｄ． ＣＴ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ｒｅｎ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ｔ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ｉｌｄ ｔｙｐｅ Ｉ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３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ａｌｓｅ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ｏｆ ｂｒａ⁃
ｃｈｉ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ｔ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ａｉｒ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 ｄ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１ ｍｏｎ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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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ｈｉｍｎｅｙ；Ｓｔ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腹主动脉瘤（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ＡＡ）
是一种由腹主动脉管壁局部损伤开始，继而累及整

个管腔的慢性退行性病变。 ＡＡＡ 的自然病程为瘤

体的逐渐增大， 最终导致破裂而死亡［１⁃５］。 自 １９９１
年 Ｐａｒｏｄｉ 等［６］以人工血管支架成功完成了第一例

ＡＡＡ 腔内治疗以来，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ｅｎｄｏ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ＶＡＲ）在全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的发展，已成为肾下型 ＡＡＡ 治疗的首选。 但是并非

所有肾下型 ＡＡＡ 患者都可采用 ＥＶＡＲ 手术治疗。
近肾腹主动脉瘤（ ｊｕｘｔａｒｅ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 ＪＡＡ）
就是例外。 其约占所有 ＡＡＡ 的 １５％ ，以往只能采

用开放手术治疗，但有较高的术后并发症率和手术

病死率［７］。 尤其是对于高龄及合并其他心肺并发

症的患者。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等［８］在 ２００３ 年首次报道的所

谓“烟囱”支架技术，用以保留腹主动脉的各个重要

分支。 本中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采用“烟
囱”支架技术增加近端瘤颈长度，使其符合覆膜支

架近端锚定的要求，治疗 ＪＡＡ ２４ 例，获得了良好的

结果，现总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本组 ２４ 例，男性 ２３ 例，女性 １ 例。
年龄 ５８ ～ ８１ 岁，平均 ７０ ９ 岁。 ２２ 例因腹部搏动性

包块就诊，２ 例因体检发现；其中合并高血压 ２１ 例，
糖尿病 ９ 例，冠心病 ９ 例。 近端瘤颈长度 １ ７ ～
１０ ５ｍｍ，平均 ６ ０ｍｍ；最大瘤体直 ５３ ４ ～ ８８ ７ ｍｍ，
平均 ６８ ２ ｍｍ。

２． 方法：局麻加强化下行 ＥＶＡＲ。 １４ 例双侧腹

股沟切开显露股总动脉。 ６ 例切开右侧股总动脉，
左侧股总动脉预埋 Ｐｅｒｃｌｏｓｅ 缝合器，４ 例 ２ 侧股总动

脉预埋 Ｐｅｒｃｌｏｓｅ 缝合器；术前详细分析 ＪＡＡ 患者的

主动脉计算机体层摄影血管造影（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Ａ），根据肾动脉开口位置确

定 ２２ 例行左侧肾动脉“烟囱”，１ 例行右肾动脉“烟
囱”，１ 例行双侧肾动脉“烟囱”。 肾动脉支架支架

直径 ６ｍｍ １０ 例，７ｍｍ １４ 例；支架长度范围 １５ ～
２４ｍｍ；自肱动脉穿刺，置入 ９０ ｃｍ ６Ｆ 长鞘。 首先，
通过肱动脉置入的长鞘将适宜型号的球扩支架预先

置入肾动脉。 然后再通过一侧股总动脉置入 ＥＶＡＲ
所用的覆膜支架主体，释放后再通过另一侧股总动

脉置入髂支覆膜支架。 再释放预置的肾动脉“烟
囱”支架，之后保留肾动脉内的导丝，撤出肾动脉支

架的释放系统，依据造影结果决定是否补加支架或

行球囊后扩张术；同时，判断是内漏存在与否，而决

定是否补接 ＣＵＦＦ 支架。 造影明确烟囱支架通畅，
腹主动脉支架无内漏后，再撤去导丝、球囊、长鞘，缝
合股总动脉创口，肱动脉穿刺点止血器压迫止血。

结　 果

１． 本组 ２４ 例患者，年龄 ５８ ～ ８１ 岁，平均 ７０ ９
岁。 其中合并高血压 ２１ 例（８７ ５％ ），糖尿病 ９ 例

（４５ ８％ ），冠心病 ９ 例（３７ ５％ ）。 ２４ 例患者均完成

手术，技术成功率 １００％ ；２４ 例患者共开通 ２５ 条肾

动脉，其中左侧肾动脉 ２２ 例，右侧肾动脉 １ 例，双侧

肾动脉 １ 例；２５ 条肾动脉共应用 ３１ 枚肾动脉支架；
其中 １８ 例患者应用 １ 枚肾动脉支架，５ 例患者因肾

动脉烟囱支架长度不足而于近端补加支架，共 ６ 枚；
２２ 例患者肾动脉烟囱支架膨胀良好，２ 例因受腹主

动脉支架压迫膨胀不良，而给予非顺应性球囊后扩

张；术中 ２０ 例患者腹主动脉支架置入术后无内漏，４
例因存在近端内漏，而补加 ＣＵＦＦ 支架共 ５ 枚。

２． 随访 ２ ～ ２６ 个月，平均 １３ ３ 个月，随访期

间无死亡病例，主动脉 ＣＴＡ 显示肾动脉烟囱支架

通畅（图 １ ～ ４）， ３ 例近端少量 １ 型内漏术，随访

瘤体无增大，１ 例肱动脉穿刺处因压迫器位置移动

而形成假性动脉瘤，而行外科修复术；１ 例股动脉夹

层形成，并发症发生率为 ２０ ８％ 。 随访观察中，术
前肌酐平均值 ９７ ６ μｍｏｌ ／ Ｌ（５２ ０ ～ １８３ ７μｍｏｌ ／ Ｌ），
术后 １ 周肌酐平均值 １０３ ４μｍｏｌ ／ Ｌ （７３ ２ ～ １８９ ８
μｍｏｌ ／ Ｌ），术前、术后肌酐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讨　 论

腹主动脉瘤是指腹主动脉局限性扩张超过 ３ｃｍ
或者超过正常直径的 ５０％ ，常发生于老年人，破裂

是其最常见、最凶险的并发症，破裂后的病死率接近

１００％ ；因此，早期发现和治疗方案的正确选择非常

重要［１⁃６］。 本组中，患者主要因腹部博动性包块就

诊，而无其他明显症状，可见 ＡＡＡ 起病隐匿。 本组

中瘤体平均直径为 ６８ ２ｍｍ，存在较大的破裂风险，
需要及早 治 疗。 １９９１ 年 Ｐａｒｏｄｉ 等［６］ 首 次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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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Ｒ 治疗 ＡＡＡ 距今已有 ２０ 多年的历程，与开放

性手术相比，ＥＶＡＲ 创伤小，并发症少，尤其是对于

一些年龄偏大或合并其他疾病而无法耐受开放式手

术的患者来说 ＥＶＡＲ 已成为治疗 ＡＡＡ 的主要方法。
本组患者随访期间本组生存率为 １００％ ，中有 ９ 例

合并冠心病的患者，其中 ４ 例患者因冠状动脉严重

狭窄或多支病变而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ＣＡＢＧ）；Ｂｅｒｇｅｒｓｅｎ 等［９］ 曾报道， 在准备 ＣＡＢＧ 术

患者中， 约 １３％的患者伴有 ＡＡＡ， 其中 ５％的患者

ＡＡＡ 直径 ＞ ５ ｃｍ。 有报道认为［１０］，对于冠心病合并

ＡＡＡ 的患者，在行 ＣＡＢＧ 手术后因术中及术后血液

动力学的改变，会增加 ＡＡＡ 破裂的风险。 所以在行

ＣＡＢＧ 手术之前行 ＥＶＡＲ 手术而解除 ＡＡＡ 破裂的

风险，本组这 ４ 例患者均在 ＡＡＡ 术后 １ 周内行

ＣＡＢＧ 手术并顺利出院。 可见相对于外科开放性手

术，ＥＶＡＲ 手术对于老龄及合并其他并发症的患者

尤其独特的优势。

图 １　 患者腹部搏动性包块 １ 周。 腹主动脉 ＣＴＡ ＶＲ 图像显示肾下型腹主动脉瘤形成，瘤颈 １ ５ｍｍ；图 ２　 术中 ＤＳＡ 造影造

影显示肾下型腹主动脉瘤，左肾动脉开口较低；图 ３　 术后 ＤＳＡ 造影显示腹主动脉瘤隔绝成功，左侧肾动脉“烟囱”支架通畅；
图 ４　 术后 ２４ 个月复查腹主动脉 ＣＴＡ　 ＶＲ 图显示瘤腔隔绝完全，无内漏，左肾动脉“烟囱”支架通畅，肾脏灌注良好

但是并非所有 ＡＡＡ 患者都可行 ＥＶＡＲ 手术，对
于近端瘤颈长度 ＜ １５ ｍｍ，瘤颈角度 ＞ ６０°等因素

致使， 使 ２０％ ～ ５０％ 的 ＡＡＡ 患者并不适合行

ＥＶＡＲ［１１］。 尤其是瘤颈长度不足已成为了制约

ＥＶＡＲ 临床应用的重要因素。 对于这类患者分支支

架与开窗技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这两种支架目

前国内还未上市，并且因为这两种支架需要进行个

体化定制，手术等待时间较长，手术费用昂贵［５］。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等［８］ 在 ２００３ 年首

次报道的所谓“烟囱”支架技术，用以保留腹主动脉

的各个重要分支。 目前国际上有应用“烟囱”支架

技术开通肾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动脉的报道，
其中以肾动脉应用最为多见，而国内目前仅见关于

肾动脉“烟囱”支架技术的报道，并且是 １０ 例以下

的小样本量的报道。 本中心报道的 ２４ 例肾动脉

“烟囱”支架技术目前为国内单中心最大一组报道。

２００３ 年，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等［６］ 首次提出采用烟囱技

术治疗肾下腹主动脉瘤，近中期的观察结果令人满

意。 肾动脉“烟囱”支架技术：就是在腹主动脉病变

的腔内修复中，为避免支架主体对肾动脉血管开口

的封堵，在肾动脉至非病变段主动脉内置放支架，因
其形似“烟囱”而得名。 “烟囱”技术与“开窗型”或
“分支型”血管移植物不同，后两者需对支架进行个

体化定制，而“烟囱”技术作为一种完全腔内支架治

疗技术， 利用现有的设备和材料即可，无需定制，因
此适合我国目前血管腔内治疗的发展现状。 其关键

技术在于释放主体支架前应经上肢肱动脉入路将分

支血管释放系统定位到肾动脉，而大多数患者因为

存在较严重的主动脉动脉硬化，锁骨下动脉及主动

脉走行迂曲，建立输送轨道时应避免损伤动脉壁造

成不必要的并发症。 目前还没有专用于肱动脉穿刺

口的止血装置，本组中 １ 例患者就因术后肱动脉穿

刺口止血不确切而造成肱动脉假性动脉瘤。 肾动脉

支架系统精确定位于靶血管也存在一定难度，本组

中有 ３ 例因为肾动脉支架释放时的移位而再次补接

肾动脉支架。 肾动脉“烟囱”支架释放后应通过造

影判断是否存在急性闭塞，本组中 ２ 例肾动脉“烟
囱”支架释放时因受移植物主体挤压造成膨胀不

良，给予后扩张后解除。 肾动脉“烟囱”支架的通畅

率是是评估其临床效果的重要指标，有文献报道［１２］

认为其通畅率 ＞ ９７％ 。 本组在随访期间的通畅率达

１００％ ，与之前报道相符，但最长随访时间仅为 ２６ 个

月，所以其临床效果仍需要更大样本量和更长期的

随访来证实。 术后Ⅰ型内漏是烟囱技术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 有研究［１２］报道，早期的Ⅰ型内漏发生率为

１４％ ；因“烟囱”支架、主体支架和主动脉壁之间存

在空隙， 均可增加术后 Ｉａ 型内漏的发生概率。 本

组中 Ｉａ 型内漏的发生率为 １２ ６％ ，并都为少量内

漏，随访中瘤体无增大。 对于肾动脉的“烟囱”支

架，采用覆膜支架还是裸支架目前仍有争议。 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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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也许能够更好地从主动脉覆膜支架侧翼获得血

流通道［１３］。 但腹膜支架存在费用较贵、规格较少等

缺点，同时，腹膜支架的径向支撑力低于裸支架支，
所以其远期通畅率需要大样本量长期随访实验的证

实。 至于球扩裸支架和自膨裸支架哪种可以获得更

好的结果，目前尚无随机对照研究的结果。 本组患

者全部选用球扩式自膨支架，我们认为相对于自膨

式支架，球扩式支架可更精确定位，同时可以避免因

主体支架压迫造成的肾动脉支架闭塞。 本组的技术

成功率及随访期间通畅率均为 １００％ ，据此我们认

为球扩式裸支架在肾动脉“烟囱”支架手术中有较

好的操作性及满意的效果。 有研究报道［１４］，烟囱术

后肾功能损害发生率高达 ２５％ ，透析的发生率也要

高于开放手术，可见烟囱技术在肾动脉中进行操作

引起的肾功能损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组中，
术后 １ 个月患者的肌酐要高于术前，但两者间无显

著的统计学差异。 我们认为肾功能损害受到患者术

前肌酐水平、年龄、手术时间及造影剂用量等因素的

影响。
肾动脉“烟囱”支架技术是传统 ＥＶＡＲ 的有效

补充，对于瘤颈较短锚定区不足的 ＡＡＡ 患者，“烟
囱”支架技术可行且有较高的成功率，尤其对于因

外科手术高危而不适宜行开腹手术治疗的 ＪＡＡ 患

者，短期随访结果满意，但该技术有较高技术难度及

复杂的步奏，术中如何避免过多操作引起并发症是

该手术的一个重点，同时，远期效果及肾动脉支架长

期通畅性尚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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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黄连军，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心血管病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ｊｕｎ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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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疾病介入专栏·
〈论著〉

两段式覆膜支架治疗 Ｂ 型主动脉
夹层的研究

彭明亮　 黄小勇　 吴文辉　 薛玉国　 韩晓峰　 曾庆龙　 蒲俊舟　 刘 浩　 宁 一　 黄连军

　 　 ［摘要］ 　 目的：探讨两段式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ＴＥＶＡＲ）治疗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主动脉夹层（ＴＢＡＤ）的
疗效。 方法：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间，在本中心采用两段式覆膜支架 ＴＥＶＡＲ 术治疗的 ６１ 例

ＴＢＡＤ 患者的临床影像及术后随访资料。 适应证：①胸降主动脉段主动脉弯曲变形；②胸降主动脉存在

多发破口；③主动脉远端锚定区真腔因假腔挤压而过细。 结果：应用两段式覆膜支架 ＴＥＶＡＲ 术治疗的

ＴＢＡＤ 共 ６１ 例。 术后平均随访（２３ ６ ± ７ ４）个月， 围手术期死亡 １ 例（１ ６％ ），支架远端新发破口 １ 例

（１ ６％ ），支架远端贴壁不良 ３ 例（４ ９％ ），支架段假腔完全血栓化率 ９１ ８％ （５５ ／ ６１），其中支架段假腔

完全消失率 ４１ ８％ （２３ ／ ５５），主动脉完全重塑率 ７ ３％ （４ ／ ５５）。 结论：采用两段式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

治疗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主动脉夹层实现了主动脉夹层腔内治疗远端锚定区的精确选择，近中期疗效安全满

意，中、远期疗效尚需远期随访。
［关键词］ 　 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大锥度覆膜支架；远端支架源性新发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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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６１ ｃａｓ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ｗｏ ｃｏｖｅｒｅｄ⁃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ｓ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ｔｙｐｅ Ｂ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ｉａｎｔ ＋ Ｇｒｉｋｉｎ ｔｗｏ ｃｏｖｅｒｅｄ⁃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
ａｒｅ ４０ ｃａｓｅｓ （６５ ６％ ），Ｚｅｎｉｔｈ ＋ Ｇｒｉｋｉｎ ａｒｅ １０ ｃａｓｅｓ （１６ ４％ ），Ｇｒｉｋｉｎ ＋ Ｇｒｉｋｉｎ ａｒｅ ８ ｃａｓｅｓ （１３ １％ ），Ｈｅｒｃｕ⁃
ｌｅｓ ＋ Ｇｒｉｋｉｎ ａｒｅ ２ ｃａｓｅｓ （３ ３％ ），ＴＡＧ ＋ Ｇｒｉｋｉｎ ａｒｅ １ ｃａｓｅｓ （１ ６％ ）．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ｗａｓ （２３ ６ ± ７ ４）
ｍｏｎｔｈｓ （ｒａｎｇｅ １２⁃３５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 ｗａｓ （２１３ ９ ± ２７ ４）ｍ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ｉｎ⁃
ｔｅｒ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ｒａｎｇ）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ｏｆ ｓｔｅｎｔ ｗｅｒｅ１０ ７％ （８ ５％ ，１４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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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０％ （２８ ３％ ，７０ ８％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 ｃａｓｅ （１ ６％ ） ｄｉ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ｅｗ ｅｎｔｒｙ ｉｎ １ ｃａｓｅ （１ ６％ ）， ｄｉｓｔａｌ ｓｔｅｎｔ ｍａｌａ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３ ｃａｓｅｓ（４ ９％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ｅｎｔ ｗａｓ ９１ ８％ （５５ ／ ６１），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 ｏｆ ｆａｌｓｅ ｌｕｍ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ｅｎｔ ｗａｓ ４１ ８％ （２３ ／ ５５）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７ ３％ （４ ／ ５５）． Ｎｏ ｓｔｒｏｋｅ ｏｒ ｐａｒａｐｌｅｇｉａ ｏｃ⁃
ｃｕｒｒ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ｌ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ｃｏｖｅｒｅｄ⁃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ｍｅ⁃
ｄｉｕｍ⁃ｔｅｒｍ，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ｙｐｅ Ｂ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ｔａｐｅｒ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 Ｄ⁃ＳＩＮＥ

　 　 １９９９ 年 Ｄａｋｅ 等［１］首次报道了胸主动脉腔内修

复术（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ＴＥＶＡＲ）治

疗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主动脉夹层（ｔｙｐｅ Ｂ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ＢＡＤ），因其创伤小、围手术期并发症低且具有较

好的近、中期临床结果，现已经成为复杂 ＴＢＡＤ 的首

选治疗方法［２⁃４］。 随着临床医生经验的增多及腔内

移植物性能的改进，早、中期逆行性 Ａ 型夹层、Ⅰ型

内漏、支架移位、主动脉破裂等术后并发症逐渐降

低，但远期预后方面，ｄ⁃ＳＩＮＥ 已成为影响其远期疗

效的重要原因［５⁃７］。 据报道 ｄ⁃ＳＩＮＥ 是一个常见且致

命的中远期术后并发症。 旨减少 ｄ⁃ＳＩＮＥ 发生率、促
进夹层主动脉重塑，本中心创新性提出两段式覆膜

支架腔内修复术治疗 ＴＢＡＤ。 本研究评价其效果并

总结经验。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间，
本中心采用两段式覆膜支架修复术治疗的 ＴＢＡＤ 共

６１ 例，男性 ５１ 例（８３ ６％ ），女性 １０ 例（１６ ４％ ），年
龄 ２７ ～ ７６ 岁，平均（５２ ２ ± １２ ６）岁。 急性期 １２ 例

（１９ ７％ ），亚急性期 ４０ 例（６５ ６％ ），慢性期 ９ 例

（１４ ７％ ）。 胸降主动脉扭曲 ２５ 例（４１ ０％ ），胸降

主动脉存在 ２ 个或 ２ 个以上破口 ２３ 例（３７ ７％ ）。
合并症方面，高血压 ４９ 例，吸烟 ４１ 例，糖尿病 ３ 例，
肾功能不全 ６ 例。 出现典型胸背部疼痛 ５４ 例。

２． 手术方式：均局麻下穿刺或外科切开单侧股

动脉入路，行主动脉造影明确病变。 依据术前主动

脉 ＣＴＡ 及术中造影确定近、远端锚定区的位置，测
量主动脉或真腔直径，选择支架类型和尺寸。 近端

锚定区不足者可用“烟囱”技术、部分遮盖锁骨下动

脉及杂交技术等延长近端锚定区完成腔内治疗［８］。
两段式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即先置入近端第一枚

传统覆膜支架，后置入第二枚自主研发的国产大锥

度覆膜支架（中国有研亿金，长度为 １１９ｍｍ，锥度为

１０ｍｍ），应用两枚不同长度支架的置入，准确选择

远端锚定区位置和直径（图 １）。
３． 数据测量及随访：在 ＴＥＶＡＲ 术后 ７ｄ、３ 个月、

６ 个月、１ 年及以后每年行主动脉 ＣＴＡ 检查，观察

ＴＥＶＡＲ 治疗效果，假腔血栓化、支架内漏、支架远端

新发破口等并发症。 应用 Ｖｉｔｒａ６ ０（日本东芝公司）
影像后处理工作站，采用曲面重建、容积重建等多种

后处理方式，测量术前与术后 ＣＴＡ 上近端锚定区的

直径、支架远端锚定区真腔的直径及面积，支架总长

度。 计算直径放大率和面积放大率。 直径放大率

（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Ｒａｔｉｏ，ＯＲ） ＝ （Ｄ０ ／ Ｄ⁃１）％ ，Ｄ０：支架远端

直径，Ｄ：ＣＴＡ 测量远端锚定区真腔直径；面积放大

率（Ｏｖｅｒｓｉｚｅ Ｒａｔｉｏ，ＯＲ） ＝ （Ｓ０ ／ Ｓ⁃１）％ 。 Ｓ０：支架远

端面积，Ｓ：ＣＴＡ 测量远端锚定区真腔面积。
４．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非
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 （Ｍ） 及四分位数间距

（Ｐ２５，Ｐ７５）表示。 计量资料间两组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
验或秩和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 １　 主动脉夹层两段式支架置入过程　 Ａ：术中造影可见主

动脉真假两腔，真腔位于内侧，真腔直径较小；Ｂ：近端第一枚

覆膜支架置入后再次再影，并以此次造影结果确定远端锚定

区的直径；Ｃ：两枚覆膜支架完全置入并释放后造影，显示夹层

破口隔绝成功

结　 果

１ ６１ 例两段式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技术成功

率 １００％ ，左锁骨下动脉“烟囱”技术 ４ 例，支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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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左锁骨下动脉 １１ 例，一侧肾动脉完全起自假腔

并用 Ｇｏｒｅ Ｖｉａｂａｈｎ 覆膜支架开通 ２ 例。 术后随访 １２
～３５ 个月，平均（２３ ６ ± ７ ４）个月，覆膜支架的总长

度为 １８０ ～ ２７０ｍｍ，平均（２１３ ９ ± ２７ ４）ｍｍ，支架远

端水平夹层真腔的直径及面积的放大率分别为

１０ ７％ （８ ５％ ，１４ ０％ ），３８ ０％ （２８ ３％ ，７０ ８％ ）
（表 １）。

２． 术后围手术期死亡 １ 例（１ ６％ ），支架远端

新发破口 １ 例（１ ６％ ）（图 ３），支架远端贴壁不良 ３
例（４ ９％ ）（图 ２），１ 例（１ ６％ ）术后 ３ ｄ 出现右侧

股动脉血栓形成经急诊抽栓和溶栓后恢复。 支架段

假腔完全血栓化率 ９１ ８％ （５５ ／ ６１），其中支架段假

腔完全消失率 ４１ ８％ （２３ ／ ５５），主动脉完全重塑率

７ ３％ （４ ／ ５５），无脑卒中及截瘫发生（表 １）。

表 １　 支架类型及结果［ｘ ± ｓ，ｎ（％ ），Ｍ（ＱＲ）］

项目 数值

支架种类

　 　 Ｖａｌｉａｎｔ ＋ Ｇｒｉｋｉｎ ４０（６５ ６）
　 　 Ｚｅｎｉｔｈ ＋ Ｇｒｉｋｉｎ １０（１６ ４）
　 　 Ｇｒｉｋｉｎ ＋ Ｇｒｉｋｉｎ ８（１３ １）
　 　 Ｈｅｒｃｕｌｅｓ ＋ Ｇｒｉｋｉｎ ２（３ ３）
　 　 ＴＡＧ ＋ Ｇｒｉｋｉｎ １（１ ６）
“烟囱”技术 ４（６ ６）
覆盖部分 ＬＳＡ １１（１８ ０）
手术时间 ／ ｍｉｎ １２９ ６ ± ４１ ５
支架平均长度 ／ ｍｍ ２１３ ９ ± ２７ ４
支架段假腔血栓化 ５５（９１ ８）
支架段假腔消失 ２３（４１ ８）
主动脉完全重塑 ４（７ ３）
直径放大率 ／ ％ １０ ７（８ ５，１４ ０）
面积放大率 ／ ％ ３８ ０（２８ ３，７０ ８）

图 ２　 ＴＥＶＡＲ 术后 １ 年复查支架远端与血管壁贴附不良，支架悬浮在 ＡＤ 真腔内，支架外环绕有造影剂。 图 ３　 远端支架源性新发破口

　 Ａ：术中造影显示支架远端进入假腔；Ｂ 和 Ｃ：术后 ６ 个月复查支架远端部分进入假腔

讨　 论

ＴＥＶＡＲ 因其创伤小、围手术期并发症低，现已

经成为复杂 ＴＢＡＤ 的首选治疗方法。 早、中期逆行

性 Ａ 型夹层、Ⅰ型内漏、支架移位、主动脉破裂等术

后并发症逐渐降低，但 ｄ⁃ＳＩＮＥ 已成为影响其中、远
期疗效的重要原因。 既往 ＴＥＶＡＲ 术只关注支架近

端锚定区，而忽视了支架远端锚定区。 为实现支架

远端锚定区的精确选择，预防 ｄ⁃ＳＩＮＥ 的发生，本中

心提出应用两段式覆膜支架治疗 Ｂ 型主动脉夹层，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本中心经验总结两段式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的

适应证：①胸降主动脉段主动脉弯曲变形②胸降主

动脉存在多发破口③主动脉远端锚定区真腔因假腔

挤压而过细；远端锚定区应满足①主动脉直行段即

与血管纵轴平行方向②尽量多的覆盖胸降主动脉段

破口③内膜相对完整，正常主动脉壁占比例较多处。
第一枚支架完全释放后再次造影并测量远端锚定区

的直径，依据本次造影后测量的远端锚定区的直径

确定第二枚覆膜支架的直径且第二枚覆膜支架的近

端直径不小于第一枚覆膜支架远端直径。 两枚支架

依次置入，第二枚覆膜支架位于第一枚支架内，两枚

支架部分重叠释放且重叠范围不少于 ３０ｍｍ。
Ｄｏｎｇ 等［９］主要从支架的两个作用力方面分析

了发生 ｄ⁃ＳＩＮＥ 的原因：①当支架被置于弯曲的主动

脉时，支架具有恢复至本身直行状态的倾向—弹性

回直力；②支架恢复本来最大直径的力—径向支撑

力，并且认为径向支撑力是导致远端支架源性新发

破口的主要作用力。 Ｗｅｎｇ 等［５］ 的研究也证实了这

一观点。 据 Ｘｕ 等［１０］ 统计，急性及慢性 ＡＤ 患者主

动脉真腔直径的锥形率分别高达（２３ ６ ± １１ ３）％
及（３１ ５ ± １３ ６）％ 。 为了预防 ｄ⁃ＳＩＮＥ 的发生，Ｈｏｆ⁃
ｆｅｒｂｅｒｔｈ 等［１１⁃１３］ 报道了应用远端限制性支架治疗

ＡＤ，在预防 ｄ⁃ＳＩＮＥ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具有

发生支架分离可能、远端破口不能覆盖等缺点。 而

两段式覆膜支架修复术治疗 ＴＢＡＤ 是通过减小支架

远端的直径并将支架远端锚定于主动脉直行段来同

时减小支架的径向支撑力及弹性回直［１４］，从而预防

ｄ⁃ＳＩＮＥ 的发生，结果显示 ｄ⁃ＳＩＮＥ 的发生率明显低

于传统的应用单枚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治疗的患

者，无支架分离现象且具有更好的主动脉重塑。
随访过程中 ３ 例出现了支架远端贴壁不良，假

腔血流逆反至支架段假腔，影响支架段假腔血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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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使真腔变窄从而导致远期预后不良。 支架贴

壁不良的原因是支架置入后假腔血流减少真腔受压

减轻管径变大，从而出现支架远端贴壁不良。 改进

的第二枚覆膜支架的直径的选择标准：第一枚覆膜

支架置入后即刻造影，依据最新的造影结果确定第

二枚覆膜支架的远端直径，改进后没有出现支架远

端贴壁不良现象。 １ 例术后 １ 年出现了内膜侧 ｄ⁃
ＳＩＮＥ，可能与支架远端位于主动脉支架段略短，导
致出现过大的弹性回直力有关。

据报道［１５］ＴＥＶＡＲ 后假腔不血栓化的因素有①
再发破口②内脏分支动脉全部或部分起自假腔③腹

主动脉段假腔的最大直径。 两段式覆膜支架置入具

有更长的支架覆盖，更多的破口隔绝，因此能有效增

加支架段假腔血栓化率，有利于主动脉重塑。
有文献报道［１６］ 覆膜支架覆盖主动脉的长度与

脊髓缺血的发生率成正比，因此围手术期脊髓缺血

的预防至关重要。 本中心在脊髓缺血的预防及处理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措施［１７］：①
术中及术后控制性降压，血压尽量不低于 １２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②ＴＥＶＡＲ 中尽量避免覆盖

左锁骨下动脉开口，因为封闭该动脉可能会影响脊

髓供血动脉侧枝形成，进一步影响脊髓供血，因此必

要时可应用“复合”手术或“烟囱”技术以保持其通

畅［１８］；③术中尽可能多地保留肋间动脉，避免覆膜

支架完全覆盖腹腔干水平之上的降主动脉；④术后

严密观察患者肢体感觉运动及大小便情况，发现异

常及时处理；对于出现脊髓缺血症状者，及时行脑脊

液引流，加强抗凝，扩张血管，应用大剂量糖皮质激

素，适当提升血压。 尽管长段覆盖胸主动脉有导致

脊髓供血障碍甚至发生截瘫的可能，但只要我们提

高重视程度，术前积极预防和术后及时处理，可以将

脊髓缺血或截瘫的发生率降到最小，本研究病例无

一例出现脊髓缺血的症状。
采用两段式覆膜支架治疗 ＴＢＡＤ 实现了腔内治

疗远端锚定区的精确选择，近、中期疗效安全满意，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支架远端并发症，促进主动脉重

塑，但中、远期疗效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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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疾病介入专栏·
〈论著〉

腹主动脉病变腔内修复并发症及治疗

薛玉国　 吴文辉　 郭 曦　 李铁铮　 刘光锐　 蒲俊舟　 韩晓峰　 黄连军

　 　 ［摘要］ 　 目的：总结腹主动脉病变腔内治疗的疗效，探讨并发症发生原因及防治措施。 方法：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连续性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的腹主动脉病变患者 ２２４ 例，其中腹主动脉真性动

脉瘤 ２０５ 例，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 ５ 例，腹主动脉瘤破裂 ４ 例，腹主动脉穿通性溃疡 ４ 例，孤立性腹主动

脉夹层 ２ 例，腹主动脉腔内修复（ＥＶＡＲ）术后二次介入治疗 ４ 例；男性 ２０６ 例，女性 １８ 例；年龄 ３６ ～ ９０
岁，平均（６９ ０ ± ９ ２）岁。 患者出院前，术后 １、６、１２ 个月及每年行主动脉 ＣＴＡ 检查。 统计不同时间段

的并发症，计算其发生率及病死率。 结果：术中无死亡，技术成功率 １００％ 。 围手术期病死率及主要并发

症率分别为 ０ ９％ （２ ／ ２２４）和 １０ ３％ （２３ ／ ２２４）。 围手术期主要并发症包括内漏 １３ 例、支架移位 ２ 例，瘤
颈医源性夹层 １ 例，脊髓缺血 １ 例，入路血管损伤 ２ 例，外周血管血栓形成 ３ 例，严重低血红蛋白血症 １
例。 随访 １２ ～ ４８ 个月，随访期间病死率及并发症率分别为 ８ ９％ （２０ ／ ２２４）和 ４ ５％ （１０ ／ ２２４）。 随访期

间主要并发症包括内漏 ４ 例、间歇性跛行 ３ 例、外周血管血栓形成或闭塞 ２ 例及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感

染复发 １ 例。 结论：采用覆膜支架置入腔内修复术治疗腹主动脉瘤安全可靠，但严重并发症不客忽视。
严格把握适应证、术前精确测量及术中细致操作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并发症发生。 此外，应重视术后定

期复查以及时发现并处理相关并发症。
［关键词］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并发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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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ｂ⁃
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ＶＡＲ）已成为腹主动脉瘤首

选治疗方法，具有创伤小、手术及住院时间短、术后

恢复快等优点，围手术期病死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显

著低于外科手术。 但大量内漏、脊髓缺血、入路血管

损伤、支架内血栓形成等并发症仍时有发生，可危及

患者生命，应引起临床重视。 本研究总结近 ３ 年来

我院 ２２４ 例腹主动脉病变的 ＥＶＡＲ 治疗经验，分析

其围手术期、随访期并发症发生及死亡的影响因素，
探讨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方法。

资料与方法

１． 术前临床及影像学资料：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间，腹主动脉病变 ２２４ 例患者，在我院

接受覆膜支架置入腔内修复术，其中男性 ２０６ 例，女
性 １８ 例，年龄 ３６ ～ ９０ 岁，平均（６９ ０ ± ９ ２）岁。 其

中腹主动脉真性动脉瘤 ２０５ 例，腹主动脉假性动脉

瘤 ５ 例，腹主动脉瘤破裂 ４ 例，腹主动脉穿通性溃疡

４ 例，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 ２ 例，ＥＶＡＲ 术后二次介

入治疗 ４ 例；合并吸烟史 １３９ 例（６２ １％ ），高血压病

史 １４４ 例（６４ ３％ ），冠心病史 ７１ 例（３１ ７％ ），糖尿

病史 ２１ 例（９ ４％ ），脑血管病史 １５ 例（６ ７％ ），周
围血管病史 １５ 例（６ ７％ ），肾功能不全病史 ６ 例

（２ ７％ ），肿瘤病史 ４ 例（１ ８％ ）。 术前均行主动脉

ＣＴＡ 检查以明确诊断并了解主动脉病变位置，锚定

区及入路血管情况。 患者基本信息见表 １。
２． 手术方法：多数病例采用局麻加基础麻醉，９

例患者需要全麻。 入路血管采用外科游离或预埋血

管缝合器直接穿刺，具体操作步骤见相关文献［１］。
主体支架直径选择为近段锚定区直径的 １１０％ ～
１３０％ 。 对于短瘤径腹主动脉瘤，采用近端裸支架跨

肾动脉技术 １２ 例、烟囱技术［２］ １４ 例或开窗技术 ５
例。 术中尽量保留一侧髂内动脉，对于双侧髂内动

脉均受累者择期全覆盖或采用髂外⁃髂内动脉腔内

转流术［３］。
３． 主要并发症：主要并发症定义为威胁患者生

命及影响患者生存质量、需外科或介入进一步干预

者，并发症发生率按主要并发症的发生率计算；术后

患者无原因突发死亡，考虑瘤体破裂，计入主要并发

症；少中量内漏（未引起瘤腔增大）及一过性脑功能

障碍不计入主要并发症。
４． 随访：采用临床门诊或电话随访。 影像学检

查主要采用主动脉 ＣＴＡ 检查；本院检查为主，检查

时间为患者出院前，术后 １ 个月、６ 个月、１２ 个月及

每年检查一次。
５． 统计学方法：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分类变

量以频数及百分比表示。

结　 果

１． 所有患者均成功置入主动脉覆膜支架，技术

成功率 １００％ 。 ２１５ 例采用局麻 ＋ 基础麻醉，９ 例采

用全麻。 ５３ 例采用预埋血管缝合器完全经皮穿刺

下置入覆膜支架。 １９５ 例置入进口支架，２９ 例置入

国产支架；１９４ 例置入分体式覆膜支架，２９ 例置入一

体式覆膜支架，１ 例置入直筒型覆膜支架。 主体覆

膜支架直径 ２０ ～ ３６ｍｍ。 １５ 例同期行胸主动脉覆膜

支架置入术，３ 例同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１ 例

同期行股股转流术。 住院时间 ２ ～ ４１ｄ，平均 ９ ７ｄ。
２． 本组围手术期死亡 ２ 例，围手术期病死率为

０ ８９％ （２ ／ ２２４ ）。 围手术期主要并发症发生率

１０ ３％ （２３ ／ ２２４），包括大量内漏 １３ 例，其中 １ 例采

用单纯球囊扩张后内漏消失，１２ 例需行球囊扩张并

Ｃｕｆｆ 支架置入术（图 １）；支架移位 ２ 例，因继发Ⅰａ
型内漏行球囊扩张并 Ｃｕｆｆ 支架置入术；瘤颈医源性

夹层 １ 例，及时行 Ｃｕｆｆ 支架置入术（图 ２）；脊髓缺血

１ 例，给予脑脊液引流、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适当

升压及抗凝后恢复正常；入路血管损伤 ２ 例，及时采

取球囊阻断后均成功置入覆膜支架；外周血管血栓

形成或闭塞 ３ 例，其中 １ 例急诊行拉栓术，２ 例行溶

栓治疗（图 ３）；严重低蛋白血症 １ 例，给予输血

治疗。
３． 随访期间死亡 ２０ 例，随访期间病死率为

８ ９％ （２０ ／ ２２４ ）。 随访期间并发症发生率 ４ ５％
（１０ ／ ２２４），包括内漏 ４ 例，其中Ⅰｂ 型和Ⅲ型内漏各

１ 例，行二次介入治疗；１ 例Ⅰａ 型内漏随访中自然

消失；１ 例Ⅱ型内漏仍在随访中。 间歇性跛行 ３ 例，
增加功能锻炼后好转；外周血管血栓形成或闭塞 ２
例，其中 １ 例急诊行拉栓及支架置入术， １ 例仍在随

访中。 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感染复发 １ 例，给予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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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腹主动脉瘤 ＥＶＡＲ 术后支架近端Ⅰａ 型内漏（图 １ａ），近端附加 Ｃｕｆｆ 支架并球囊扩张后内漏基本消失（图 １ｂ）；图 ２ 腹主动脉瘤

ＥＶＡＲ 术后球囊扩张导致瘤径局限性夹层（图 ２ａ），近端置入 Ｃｕｆｆ 支架后夹层消失（图 ２ｂ）；图 ３ 穿刺损伤左髂总⁃髂外⁃股动脉导致左髂

总⁃髂外⁃股动脉夹层（图 ３ａ），置入腹主动脉覆膜支架同时隔绝腹主动脉瘤及左髂总⁃髂外⁃股动脉夹层（图 ３ｂ）

主动脉切除清创及双侧腋股动脉转流、药物抗感染

治疗后恢复良好。 患者手术并发症，见表 ２。

表 １　 患者基本信息［ｘ ± ｓ，ｎ（％ ）］

项目 数值

性别 ／ 男性 ２０６（９１ ９６）
年龄 ６９ ０ ± ９ ２
病变类型

　 腹主动脉真性动脉瘤 ２０５（９１ ５）
　 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 ５（２ ２）
　 腹主动脉瘤破裂 ４（１ ８）
　 腹主动脉穿通性溃疡 ４（１ ８）
　 孤立性腹主动脉夹层 ２（０ ９）
　 腹主动脉瘤 ＥＶＡＲ 术后 ４（１ ８）
合并基础疾病

　 吸烟史 １３９（６２ １）
　 高血压 １４４（６４ ３）
　 冠心病 ７１（３１ ７）
　 糖尿病 ２１（９ ４）
　 脑血管病 １５（６ ７）
　 周围血管病 １５（６ ７）
　 肾功能不全 ６（２ ７）
　 肿瘤 ４（１ ８）

表 ２　 患者手术并发症［ｎ（％ ）］

项目 数值

围手术期死亡 ２（０ ９）
围手术期并发症 ２３（１０ ３）
　 内漏 １３（５ ８）
　 支架移位 ２（０ ９）
　 瘤颈医源性夹层 １（０ ５）
　 脊髓缺血 １（０ ５）
　 入路血管损伤 ２（０ ９）
　 外周血管血栓形成 ３（１ ３）
　 严重低血红蛋白血症 １（０ ５）
随访期间死亡 ２０（８ ９）
随访期间并发症 １０（４ ５）
　 内漏 ４（１ ８）
　 间歇性跛行 ３（１ ３）
　 外周血管血栓形成或闭塞 ２（０ ９）
　 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感染复发 １（０ ５）

讨　 论

随着 ＥＶＡＲ 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开展，ＥＶＡＲ
的确切疗效成为大家研究的热点。 国内外为此进行

了大量 ＥＶＡＲ 与开放手术治疗 ＡＡＡ 的对照研究，研
究证实 ＥＶＡＲ 在围手术期病死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术中失血，ＩＣＵ 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方面都要优

于外科手术治疗。 本组患者术中技术成功率

１００％ ，绝大部分患者采用局麻，术后未住 ＩＣＵ 病

房，恢复快，平均住院 ９ｄ，与国内外报道大致相当。
随访期间再次介入治疗率为 ２ ２％ （５ ／ ２２４），导致患

者再次介入治疗的原因总结如下：
１． 内漏：内漏是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最常

见的并发症，也是影响 ＥＶＡＲ 术后长期疗效及造成

二次介入治疗的重要因素。 荷兰的 Ｗａｌｓｃｈｏｔ
报道［４］的围手术期内漏的发生率为 １３ １％ ，术后年

内漏发生率为 ５ ４％ 。 关于内漏的分型，临床上应

用最多的是 Ｗｈｉｔｅ 等的分型［５］。 对于内漏的处理，
目前大家一致认为来自支架近端的Ⅰａ 型及支架连

接部的Ⅲ型内漏必须一期处理，可以采用球囊扩张

或附加 Ｃｕｆｆ 支架；而对于Ⅱ、Ⅳ、Ⅴ型内漏，只要未

引起瘤体增大，随访即可，如果随访过程中发现瘤体

增大，即使影像检查未发现内漏的存在时，也应该给

予处理。 目前国内外关于内漏特性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一些进展，但内漏特性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揭示，术
后影像随访仍是发现、观察内漏转归的最好方法。
本组围手术期Ⅰ型内漏发生率为 ５ ８％ （１３ ／ ２２４），
其中 １ 例采用单纯球囊扩张后内漏消失，１２ 例需行

球囊扩张并 Ｃｕｆｆ 支架置入术。 随访期间内漏发生

率为 １ ８％ （４ ／ ２２４），包括Ⅰａ 型内漏 １ 例，随访中自

然消失；Ⅱ型内漏 １ 例，仍在随访中；Ⅰｂ 型和Ⅲ型

内漏各 １ 例，均行二次介入治疗。
２． 入路血管相关并发症［６］：包括入路血管夹

层、入路血管破裂等。 本组 ２ 例（０ ９％ ，２ ／ ２２４）患

者术中发生入路血管损伤，考虑与血管走行迂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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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透视穿刺操作有关，及时采取球囊阻断后均成功

置入覆膜支架。 建议对于入路血管走行迂曲的患

者，应在透视下置入导引导丝及股动脉鞘，操作应轻

柔，避免暴力操作。
３． 间歇性跛行：与腔内治疗后臀部血液供应障

碍有关，术中至少保证一侧髂内动脉通常能避免该

并发症发生。 本组 １９７ 例（８７ ９％ ，１９７ ／ ２２４）术中

保留一侧髂内动脉，２８ 例（１２ ５％ ，２８ ／ ２２４）覆膜支

架直接覆盖双侧髂内动脉，其中 ３（１ ３％ ，３ ／ ２２４）例
术后生现间歇性跛行，考虑与臀部急性血供障碍有

关，增加功能锻炼一段时间后均恢复正常。
４． 支架内血栓形成或闭塞［７］：主要为支架内血

流不通畅，常见于以下情况：① 术中操作不当，损伤

血管；② 髂股动脉细、广泛粥样硬化狭窄；③ 术后

未给予足够的抗凝治疗；④ 股动脉切口缝合处狭

窄。 对于术后的急性血栓形成，一旦发现，应立即行

拉栓、溶栓或人工血管转流术。 严重狭窄者需一期

行球囊扩张血管成形、支架置入术。 本组患者围手

术期 ３ 例外周血管急性血栓形成，其中 １ 例急诊行

拉栓术，２ 例行溶栓治疗。 随访期间 １ 例发生急性

血栓形成，急诊行拉栓及支架置入术；１ 例发生外周

血管闭塞，仍在随访中。
５． 腔内修复术后综合征［８］：是指腔内治疗术后

以延迟性发热和血液成分改变为主要特点的症侯

群。 约 ８０％ 以上的患者出现上述征象。 术后发热

持续 ７ ～ １０ｄ，多在 ３８ ５℃ 以下。 血液成分改变以

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明显降低为主，术后第 ３ 天降至

最低水平，１ 个月后逐步恢复正常，少数患者出现血

胆红素升高现象。 血红蛋白降低与出血量非正相

关，原因可能与手术出血、放射线照射、介入器材对

血液成分的破坏有关。 体温超过 ３８ ５℃可应用非

甾体类退热药物对症处理，血红蛋白低于 ７ｇ ／ Ｌ 或血

小板低于 ８ 万 Ｕ ／ Ｌ 需成分输血。
６． 支架相关并发症：ＥＶＡＲ 术后支架相关的并

发症包括支架移位、打折及支架膜破裂等。 支架移

位是指支架释放后固定不牢，导致与预定位置不符。
如果向近端移位，可阻塞肾动脉导致急性肾衰竭，多
为释放技术不熟练而出现前冲现象所致，可在移植

物未完全释放前再次造影重新定位。 如果向远端移

位，极易出现近端内漏或影响髂动脉血流。 使用

“全支撑”设计的人工血管移植物，可以有效地防止

移位。 支架打折主要与近端瘤颈角度过大或髂动脉

严重迂曲以及支架型号选择过大有关，术前仔细判

断近端瘤颈及髂动脉的解剖可有效避免此并发症的

发生。 支架膜破裂主要见于第一代支架型人工血

管，随着支架膜材料的改进，此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

降低。 本组患者支架向远端移位 ４ 例，其中 ２ 例因

继发Ⅰａ 型内漏行球囊扩张并 Ｃｕｆｆ 支架置入术；支
架打折 １ 例，球囊扩张后远端血流改善；支架膜破裂

导致大量Ⅲ型内漏 １ 例，患者放弃二次介入治疗。
７． 脊髓缺血：脊髓缺血为主动脉腔内修复术灾

难性的并发症，通常表现为术后当天立即出现下肢

不同程度的麻痹。 ＥＶＡＲ 术后脊髓缺血的发生率较

低，ＥＵＲＯＳＴＡＲ 协作组报道的 ＥＶＡＲ 术后脊髓缺血

的发生率基本同外科手术（０ ２１％ ｖｓ． ０ ２６％ ） ［９］。
脊髓缺血症状一旦出现，脑脊液引流以提高脊髓灌

注压可成功缓解患者症状［１０］。 通常在腰 ３，４ 水平

留置引流管，维持压力在 １５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持续引流。 本组 １５ 例患者同期行胸主动

脉覆膜支架置入术，术后 １ 例出现急性脊髓缺血，给
予脑脊液引流、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适当升压及抗

凝后恢复正常。
８． 移植物感染：自 １９９３ 年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等［１１］ 报道

首例腔内移植物感染以来，腔内移植物的感染问题

逐渐浮出水面，意大利 Ｆｉｏｒａｎｉ 等，为了探索腔内移

植物感染的情况，对 ４０ 个国际性血管外科及腔内血

管外科中心进行了调查问卷，并同时在 ＰｕｂＭｅｄ 上

检索到，１９９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有关腔内移植

物感染的 ３０ 篇文章，总共收集到 ６２ 例腔内移植物

感染的病例，但仅有 ２４ 个血管外科中心的资料符合

纳入标准（１４ 个调查问卷，１０ 个文献检索），据此计

算腔内移植物的感染发生率为 ０ ４％ （４０ ／ ９７３８）。
导致腔内移植物感染的因素包括：手术中附加的腔

内操作，比如增加 Ｃｕｆｆ 和栓塞等；应用免疫抑制剂；
中心静脉置管感染；原发病为感染性假性动脉瘤等。
其相关临床表现包括腹膜后脓肿，腹股沟瘘，脓毒性

栓塞，出血性休克等，部分患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
主要表现为低热、白细胞减少、腹痛或腰痛、红细胞

沉降率增快、生化或炎性指标升高、体质量下降、
心、轻度贫血等［１２］。 外科手术治疗或保守治疗是常

用的治疗手段。 本组 １ 例感染性腹主动脉假性动脉

瘤患者术后随访过程中感染复发，给予腹主动脉切

除清创及双侧腋股动脉转流、药物抗感染治疗后恢

复良好［１３］。
采用 ＥＶＡＲ 治疗腹主动脉瘤近中期疗效安全

可靠，但并发症不容忽视，严格把握适应证、术前精

确测量及术中细致操作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并发症

　 　 　 　 （下转第 ８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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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疾病介入专栏·
〈论著〉

髂动脉及近端瘤颈重度扭曲的腹主动脉瘤
腔内治疗技术

李铁铮　 韩晓峰　 郭 曦　 刘光锐　 黄连军

　 　 ［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治疗策略在处理入路不良及瘤颈严重扭曲的腹主动脉瘤（ＡＡＡ）腔内修复

术（ＥＶＡＲ）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间，我科收治确诊为

瘤颈重度扭曲和 ／或髂动脉迂曲的肾下型 ＡＡＡ 患者 ２３ 例（男性 ２１ 例），５３ ～ ７６ 岁，收集临床、影像学资

料及术后随访结果。 其中，单纯 ＡＡＡ 颈严重扭曲 １４ 例（６１％ ），成角 ６１ ５ ～ ９０ 度，平均（７９ １ ± １４ ９）
度；近端瘤颈扭曲合并髂动脉瘤样扩张 ９ 例（３９％ ）。 结果：２３ 例患者手术成功率为 １００％ ，使用 Ｇｏｒｅ Ｅｘ⁃
ｃｌｕｄｅｒ ２ 例（８ ７％ ）；ＣＯＯＫ Ｚｅｎｉｔｈ７ 例 （３０ ４％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ｄｕｒａｎｔ １４ 例 （６０ ９％ ）；近端 ｃｕｆｆ Ｇｏｒｅ ／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４ 例，烟囱技术肾动脉支架 ３ 例。 术后即刻 Ｉ 型内漏 ６ 例（２６ １％ ）。 平均随访 ７ 个月，随访期

无死亡患者。 无支架移位、下肢缺血、感染等术后并发症。 结论：充分了解不同支架产品特性和掌握相

应操作技巧是确保腔内治疗近端瘤颈和 ／或入路不良的 ＡＡＡ 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近端瘤颈扭曲；髂动脉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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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ｉｎ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ｗｉｔｈ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ｎｅｃｋ ａｎｄ ｉｌｉａｃ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ＬＩ Ｔｉｅｚｈｅｎｇ，ＨＡＮ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ＧＵＯ Ｘｉ，ＬＩＵ Ｇｕａｎｇｒｕｉ，ＨＵＡＮＧ Ｌｉａｎｊ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ｒｏｐ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ｏｒｔｉｌｅ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ｎｅｃｋ ａｎｄ ／ ｏｒ 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ＡＡ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ＶＡ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２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ｉｎ ｏｕ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ＡＡＡ ｗｉｔｈ ｔｏｒｔｉｌｅ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ｎｅｃｋ ａｎｄ ／ ｏｒ ｐｏｏ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ｉｌｉａｃ ａｒｔｅｒｙ， ｃｌｉｎ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ｕｐ ｉ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ＡＡ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ｏｒｔｉｌｅ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ｎｅｃｋ ｗｅｒｅ １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６１％ ），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ｎｅｃｋ ａｎｇｌｅ ６１ ５° ～ ９０°，ａｖｅｒａｇｅ ７９ １° ± １４ ９°； ｔｏｒｔｉｌｅ ａｎ⁃
ｅｕｒｙｓｍ ｎｅｃｋ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ｌｉａ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ｗｅｒｅ 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３９％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ｒａｔｅ ｉｎ ２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ＡＡ ｗａｓ １００％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ｓ ｗｅｒｅ Ｇｏ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 ２ （ ８ ７％ ）， ＣＯＯＫ Ｚｅｎｉｔｈ ７
（３０ ４％ ），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ｄｕｒａｎｔ １４ （６０ ９％ ）； ｃｕｆｆ ｓ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ｚｏｎｅ （ Ｇｏｒｅ ／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４
（１７ ４％ ）， ｎｅｅｄｅｄ ｒｅｎａｌ ｓｔｅｎｔｓ ３ （１２％ ）．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Ｉ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 ｉｎ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ｅｒｅ ６ （２６ １％ ）．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ａｓ ７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ｎ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ａｓ ｄｅａｔｈ， ａｓ ｗｅｌｌ ｎｏ ｃｏ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ＶＡＲ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ＡＡＡ ｗｉｔｈ ｔｏｒｔｉｌｅ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ｎｅｃｋ ａｎｄ ／ ｏｒ 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ｗａｓ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ｅｎｔ ｇ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Ｔｏｒｔｉｌｅ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ｎｅｃｋ；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ａｒ⁃
ｔｅｒｙ ａｃ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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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腹主动脉瘤 （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ＡＡＡ）的外科修复术，肾下型主动脉腔内修复术（ｅｎ⁃
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ＶＡＲ）因其围手术期病死

率低而成为临床医生首选。 但 ＥＶＡＲ 适应证的扩

展使得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增加。 单就瘤颈重度迂曲

的 ＡＡＡ 的腔内治疗，国外多中心研究已证实，因瘤

颈扭曲而造成覆膜支架近端固定和密封不足，造成

术后瘤腔内压力持续增高，进而瘤体破裂的事件时

有发生［１⁃３］。 对于这类患者，如何降低术后并发症

以确保好的疗效成为现阶段研究的热点。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回顾分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在我中心接受 ＥＶＡＲ 的肾下型 ＡＡＡ 患者的临

床资料，入组患者 ＡＡＡ 解剖条件满足近端瘤颈重度

迂曲（ｎｅｃｋ 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６０°）和 ／或髂动脉扭曲共 ２３
例，其中男性 ２１ 例，年龄 ５３ ～ ７６ 岁，平均（６８ ２ ±
７ ９）岁。 其中，体检偶然发现 ８ 例（３４ ８％ ），术前

主要临床表现：腹部波动性肿块 ８ 例（３４ ８％ ），腹
部疼 痛 ５ 例 （ ２１ ７％ ）； 因 腹 部 不 适 入 院 ８ 例

（３４ ８％ ）；既往史：合并高血压 １８ 例（７８ ３％ ），冠
心病 １２ 例（５２ ２％ ），糖尿病 ３ 例（１３％ ），脑梗死 ２
例（８ ７％ ），慢性支气管炎 ２ 例（８ ７％ ）；抽烟 １５ 例

（６５ ２％ ），嗜酒 ６ 例（２６ １％ ）。 所有患者均为择期

手术，经术前 ＣＴＡ 和术中 ＤＳＡ 检查证实为肾下型

ＡＡＡ。 评估瘤体的形态、直径、长度；瘤颈的形态、直
径、长度、夹角及附壁血栓；腹主动脉髂分叉直径；髂
动脉的形态、直径等解剖数据，详细数据见表 １。

２． 手术过程：局麻 ＋强化下，一侧腹股沟切开暴

露股动脉，穿刺另一侧股动脉并预埋 Ｐｅｒｃｌｏｓｅ 血管

缝合器，分别置入 ５Ｆ 股动脉鞘后，导入标记猪尾导

管至腹主动脉上段行腹主动脉造影。 结合术前

ＣＴＡ 明确患者近端瘤颈重度扭曲的解剖特点，确定

ＥＶＡＲ 术时覆膜支架近端锚定位置，及是否需要置

入肾动脉支架以延长近端锚定区。 依据患者髂动脉

迂曲情况，选择血管迂曲较轻侧作为覆膜支架主体

入路。 术前评估近端锚定区长度，若需延长锚定区，
行左侧肱动脉穿刺，置入 ６Ｆ ＣＯＯＫ ９０ｃｍ 长鞘，释放

近端覆膜支架主体后，再释放预置的肾动脉支架。
保留导管、导丝术后即刻造影，若存在近端内漏，分
别沿保留导丝置入顺应性球囊于主体支架近端及肾

动脉，同时球囊扩张帖附支架。 再次造影明确无内

漏后，依次释放对侧支和 ／或髂动脉延长支。 ＥＶＡＲ
完成后造影显示支架位置良好，ＡＡＡ 腔隔绝完全，

术后无明显内漏，肾动脉及支架远端血流通畅，缝合

游离股动脉及穿刺点，加压包扎股动脉穿刺点。
３．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

相关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

结　 果

１． 术后情况：所有 ＡＡＡ 患者均成功进行覆膜支

架 ＥＶＡＲ 术，无中转开腹及术中死亡病例，所有患

者均采用局麻 ＋ 强化麻醉，手术时间平均 ２ ５ｈ，术
中无输血病例，术后平均随访时间 ７ 个月。 本组研

究 ＥＶＡＲ 所 用 的 覆 膜 支 架 型 号 包 括：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
（Ｇｏｒｅ）、Ｚｅｎｉｔｈ （Ｃｏｏｋ）、Ｅｎｄｕｒａｎｔ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肾动

脉“烟囱”支架型号：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球扩式支架（景
达斯）。 覆膜支架主体右侧入路 １８ 例，左侧入路 ５
例：支架主体的长度 ８２ ～ １７０ｍｍ，平均 （１４５ ８ ±
３０ ２） ｍｍ，近端覆膜支架直径 ２４ ～ ３６ｍｍ，平均

（２８ ８ ± ４ ０） ｍｍ，对侧分支覆膜支架长度 ５６ ～
１４０ｍｍ，平均（１０４ ９ ± ２３ ６）ｍｍ，分支覆膜支架远

端直径 １２ ～ ２４ｍｍ，平均（１４ ２ ± ２ ５） ｍｍ；另有 １９
例患者追加髂动脉延长支覆膜支架共 ３０ 枚，近端追

加 ＣＵＦＦ 支架 ５ 枚；３ 例患者行单侧肾动脉支架置入

术以延长近端锚定区。 术中造影显示内漏 ６ 例，其
中 Ｉ 型内漏 ５ 例，４ 例因术后覆膜支架主体近端内漏

（Ｉ 型内漏）予以球囊扩张后未完全缓解，于瘤颈处

追加 Ｃｕｆｆ 支架（Ｇｏｒｅ ／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余球囊扩张后内

漏均消失（图 １）；１ 例造影显示少量的 ＩＩ 型内漏，保
守观察；无 ＩＩＩ 型内漏发生。 依据患者 ＡＡＡ 解剖学

特点，保留一侧髂内动脉 １２ 例，双侧髂内动脉均覆

盖的 ３ 例，余 ８ 例双侧髂内动脉均保留。 所有患者

术后意识状态良好，术后平均住院时间 ３ ～ ２３ｄ。 术

后住院期间无死亡病例。

图 １ 　 术前 ＣＴＡ 检查；图 ２ 　 术中 ＤＳＡ 检查，示肾下型

ＡＡＡ，瘤颈严重扭曲；图 ３　 ＥＶＡＲ 术中即刻 ＤＳＡ 检查，示近

段 Ｉ 型内漏（蓝箭头）；图 ４ 　 近段置入 ｃｕｆｆ 支架后再次造

影，示近段内漏消失；图 ５　 术后 １ 个月复查 ＣＴＡ 检查，显示

支架位置良好，瘤体隔绝成功

２． 随访：入组 ２３ 例患者，平均随访时间 ７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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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失访病例。 １ 例患者术后 １ 个月随访 ＣＴＡ 发现 ＩＩ
型内漏，３ 个月后随访 ＣＴＡ 发现内漏已消失；另 １ 例

患者术后 ６ 个月发现髂动脉远端再发瘤样扩张，遂
行二次介入手术置入髂动脉分支覆膜支架 Ｅｎｄｕｒａｎｔ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术后随访 ＣＴＡ，瘤体隔绝完全，支架无

移位及相关并发症发生。 术后随访期间，所有患者

均无瘤体破裂或臀部缺血症状发生。

讨　 论

ＥＶＡＲ 术的优势在于手术时间短、疼痛和创伤

小、ＩＣＵ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 时间和住院周期短、术
中出血少。 其缺点在于术后因内漏、移植物移位等

并发症发生，存在二次手术的可能，故需要长期随

访。 ＥＶＡＲ 术成功基于严格掌握 ＡＡＡ 解剖适应证，
传统意义上 ＥＶＡＲ 术主要解剖条件需满足：近端锚

定区长度 ＞ １５ｍｍ，直径≤２８ｍｍ，瘤颈成角 ＜ ６０°。
随着介入技术及器材的发展，ＡＡＡ 腔内治疗的手术

适应证逐渐放宽，延伸到复杂瘤颈 （瘤颈直径 ＞
２８ｍｍ、瘤颈成角 ＞ ６０°、瘤颈长度 ＜ １５ｍｍ、瘤颈血

栓）及髂动脉严重扭曲的 ＡＡＡ 的处理。

表 １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腹主动脉解剖数据［ｘ ± ｓ，ｎ（％ ）］
项目 数值

男性 ２１（９１ ３）
年龄 ／ 岁 ６８ ２ ± ７ ９
２０ 年以上吸烟史 １５（６５ ２）
冠心病史 １２（５２ ２）
高血压史 １８（７８ ３）
高血脂史 ４（１７ ４）
糖尿病史 ３（１３）
近端瘤颈长度 ／ ｍｍ ３０ ６ ± １５ ４
近端瘤颈直径 ／ ｍｍ ２０ ９９ ± ２ ８
髂动脉分叉直径 ／ ｍｍ ３２ ８ ± １６ ３
近端瘤颈部成角 ／ ° ７９ １ ± １４ ９
最大瘤体直径 ／ ｍｍ ５４ ０ ± １５ ９
瘤体长度 ／ ｍｍ １０２ ９ ± ２７ ３

　 　 １． 复杂 ＡＡＡ 行开腹手术治疗仍存在较高的围

手术期并发症和病死率［４］，同时此类患者又不完全

符合 ＥＶＡＲ 的标准适应证。 与理想解剖条件的肾

下型 ＡＡＡ 相比，复杂解剖因素 ＡＡＡ 的 ＥＶＡＲ 治疗

存在严重术后并发症可能，如近端内漏（Ｉ 型内漏）、
支架移位、瘤腔扩大甚至瘤体破裂等。 衡量 ＥＶＡＲ
成功的标志在于术后随访无并发症、无内漏、无支架

移位、支架形态和结构完整，瘤体直径缩小。 理想的

解剖条件是保证 ＡＡＡ 腔内治疗成功的关键，而对于

复杂血管入路的 ＡＡＡ，ＥＶＡＲ 的操作难度随着迂曲

血管夹角的增加而增大。 单就复杂血管入路的

ＡＡＡ 而言（近端瘤颈成角 ＞ ６０°和或髂动脉成角 ＞
９０°），为了防止和减少 ＥＶＡＲ 术后并发症，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ＥＶＡＲ 操作技巧成为临床探讨的热点。
近年来，柔顺性支架、“烟囱”支架技术、开窗支架技

术、分支覆膜支架技术的临床应用部分解决了这一

难题［５⁃７］。
２． 近端瘤颈扭曲的 ＡＡＡ 导致输送系统进入困

难，覆膜支架与动脉壁贴附困难，容易引起 Ｉ 型内

漏，进而造成瘤腔扩张甚至瘤体破裂发生。 对于瘤

颈夹角过大（ ＞ ６０°）的 ＡＡＡ 造成输送系统导入困

难的处理，我们通常不置入 Ｌｕｎｄｅｒｑｕｉｓｔ 加硬导丝

（Ｃｏｏｋ）而用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硬导丝，我们认为 Ｌｕｎ⁃
ｄｅｒｑｕｉｓｔ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病变腹主动脉的形态，
但依旧难以克服高度扭曲的血管形态，部分支架主

体仍较难以导入，且释放主体支架时存在近端移位

可能，容易形成 Ｉ 型内漏，增加手术风险。 对于瘤颈

扭曲的病例，本中心部分采用了髂腿“交叉”技术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ｍｂ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一定程度上使覆膜支

架主体适应了角度的变化［８］；原则上我们尽量选择

柔顺性好的支架系统（Ｇｏ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顺应主动脉的

解剖形态［９］，为了保证支架稳定性及防止近端内漏

的发生，覆膜支架置入术后即刻以球囊扩张贴附主

体 支 架 近 端， 必 要 时 近 端 锚 定 区 追 加 Ｃｕｆｆ
支架［１０⁃１１］。

本组研究中 ２３ 例患者近端瘤颈扭曲合并近端

锚定区不足，３ 例采用肾动脉“烟囱”支架技术来延

长近端瘤颈。 肾动脉“烟囱”支架技术与开窗支架

相比，最大优点在于容易操作，无论覆膜支架或肾动

脉支架均采用标准规格，不需要依据个体解剖特点

而定制支架，尤其适用于急诊病例。 然而相比于开

窗支架和分支支架技术，理论上“烟囱”支架技术存

在并发 Ｉ 型内漏可能。 本组患者“烟囱”支架的短期

疗效满意，术后随诊 １２ 个月肾动脉支架通畅率

１００％ ，无 Ｉ 型内漏的发生。 就操作技巧而言，肾动

脉支架后扩球囊扩张同期，使用 Ｃｏｏｋ ３２ｍｍ 球囊扩

张覆膜支架主体近端锚定区，保证肾动脉血流畅通

且使“烟囱”支架和主动脉覆膜支架密切贴附，避免

了 Ｉ 型内漏发生可能。
多中心研究表明，ＥＶＡＲ 术后 Ｉ 型内漏发生率

与瘤颈夹角大小正相关［１２］。 支架置入术后即刻发

生的 Ｉ 型内漏必须马上处理，因为远端瘤腔出口已

被封闭而近端血流不断渗入瘤腔，其破裂的危险性

远大于术前未经处理的 ＡＡＡ。 瘤体近端 Ｉ 型内漏的

常用处理办法：①球囊扩张术：本中心术中和术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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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常规使用 Ｃｏｏｋ ３２ｍｍ 球囊扩张，使主体支架与主

动脉壁贴附紧密；②Ｃｕｆｆ 支架：如果单纯球囊扩张不

能消除近端内漏，近端再置入一枚 Ｃｕｆｆ 支架，即增

加了近端锚定区的锚定面积，同时增加了支架局部

的支撑力用来填补瘤颈扭曲造成的覆膜支架贴附不

良；③此外，国际上有报道采用瘤腔内注射促凝药物

促进瘤腔内血液的凝固，封闭内漏［１３］。
３． 髂动脉的严重扭曲可能给术中支架输送系统

的导入带来困难。 本中心常采用的方法：结合术前

ＣＴＡ，若髂动脉扭曲不伴钙化，采用穿刺预埋 Ｐｅｒ⁃
ｃｌｏｓｅ 缝合器的方法，置入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硬导丝引

导，部分程度上减少入路血管的扭曲程度，同时柔顺

性支架的使用（Ｇｏ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保证了良好的通过

性；若髂动脉扭曲伴钙化或狭窄，支架输送系统通过

困难的，可预先置入球囊扩张狭窄段，配合预扩张器

预扩，使支架输送系统较容易通过狭窄段，切记操作

轻柔，避免损伤血管。 此外，对于股动脉入路条件不

良的患者（直径 ＜ ７ｍｍ 或钙化），我们通常外科游离

切开股动脉，以保证输送装置顺利通过。 髂动脉的

高度扭曲存在髂支架折叠的可能，进而导致下肢急

性缺血，对于二次介入干预时导丝难以通过折叠段

的，一般需外科旁路开通手术补救处理。 本组患者

中 ５ 例髂动脉入路严重扭曲，伴股动脉入路纤细 ３
例，采用上述技术均较好的解决。 一例患者穿刺置

入输送系统后股动脉痉挛改行外科切开游离股

动脉。
４． 术前图像预处理与术后随访：对于解剖条件

不良（近端瘤颈及髂动脉严重扭曲）的 ＡＡＡ，术前

ＣＴＡ 影像及参数测量指导了手术策略的制定，新兴

的图像融合技术应用使术者在术中较容易明确

ＡＡＡ 各分支血管部位，减少了术中对比剂应用，部
分程度上缩短了术中各径线值测量时间，并指导术

中支架释放，提高了手术效率和成功率。 不良瘤颈

ＡＡＡ 行 ＥＶＡＲ 存在内漏发生可能，术后规律随访是

确保问题及时发现的关键。 对于术中即刻发生 Ｉ 型
内漏和 ／或 ＩＩＩ 型内漏的处理，常规球囊扩张后轻度

内漏可随访观察，内漏量较大时近端附加 ｃｕｆｆ 支架

并球囊扩张。 本组患者无 ＩＩ 型和 ＩＶ 型内漏发生，
原则上，ＩＩ 型和 ＩＶ 型内漏如未引起瘤体增大，可先

随访观察，若不能改善，再择期二次腔内治疗［１４］。
严格掌握 ＥＶＡＲ 解剖适应证是降低 ＥＶＡＲ 近、

中期并发症发生率的保证。 对于近端瘤颈严重扭曲

及髂动脉入路不良 ＡＡＡ 的腔内治疗，入路血管扩张

器预扩和硬导丝牵张配合柔顺性支架的应用，技术

可行，尤其对于不能耐受开腹治疗的 ＡＡＡ 患者，近
中期随访结果满意，远期疗效还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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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覆膜支架台上开窗治疗
短瘤颈腹主动脉瘤 １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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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主动脉瘤（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ＡＡＡ）是指腹主

动脉呈瘤样扩张，直径增大 ５０％ 以上定义为动脉瘤。 目前，
ＡＡＡ 腔内修复术（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ＶＡＲ）已广

泛应用于 ＡＡＡ 的治疗，其特点是创伤和痛苦小，术后恢复

快，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低，尤其对一些有严重

合并症、对传统开腹血管重建手术耐受性差的患者提供了治

愈机会［１］ 。 但符合传统 ＥＶＡＲ 标准解剖结构的 ＡＡＡ 仅占总

数的 ２０％ ～５０％ ［２］ 。 原有常规手段尚无法满足所有复杂形

态的腹主动脉动脉瘤的治疗。 大多数动脉瘤颈短，成角大，
瘤体累及重要脏器或脊髓供血动脉等复杂形态 ＡＡＡ 无法接

受传统的 ＥＶＡＲ 治疗。 近年来，随着覆膜支架系统的改进，
以及“开窗”、“烟囱”等技术的出现，ＥＶＡＲ 的适应症逐渐扩

大，适用于更多的复杂型 ＡＡＡ ［３］ 。
针对近端短瘤颈 ＡＡＡ 的 ＥＶＡＲ 治疗主要采用烟囱和定

制开窗覆膜支架的方法相结合。 但定制开窗覆膜支架由于

定制周期长和费用高昂等问题，无法广泛开展。 而“烟囱”技
术也由于有较高的内漏发生率而争议较大。 近期我们利用

Ｇｏｒｅ Ｃ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 型覆膜支架系统进行台上开窗［４］ ，再结合

分支重建技术对短瘤颈 ＡＡＡ 病例进行治疗，收到满意的

效果。
临床资料：患者男性，６５ 岁，入院 ７ｄ 前出现中上腹部疼

痛，呕吐胃内容物一次，排气排便停止。 发热伴寒战，最高体

温达 ３９ ５℃。 既往高血压病史 １０ 年，未有效控制。 当地医

院 ＣＴ 平扫，发现腹主动脉中上段肿物影像。 平素体质较弱，
体质量指数（ＢＭＩ）１８。 入院时血压：１５５ ／ ７７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心率：８７ 次 ／ ｍｉｎ，呼吸：１５ 次 ／ ｍｉｎ，体温：３８ ９℃。
查体：一般状态较差，神清萎靡。 中上腹部饱满，可触及动脉

搏动传导感，轻度压痛无反跳痛，其余部位无压痛，肠鸣音 ２

～ ３ 次 ／ ｍｉｎ。 四肢脉搏搏动正常。 血常规：ＷＢＣ：１ ２ × １０９ ／
Ｌ， ＨＧＢ：９０ｇ ／ Ｌ。 生化指标：ＧＧＴ：３４６ Ｕ ／ Ｌ， ＴＢＩＬ： ３１ ８μｍｏｌ ／
Ｌ， ＤＢＩＬ： ３０ ７μｍｏｌ ／ Ｌ。 血细菌培养：伤寒沙门菌（ ＋ ）。 粪

便培养：无特殊细菌生长。 主动脉 ＣＴＡ 显示腹主动脉假性

动脉瘤 ５５ｍｍ ×４５ｍｍ ×７０ｍｍ，肾动脉下方瘤颈长 ８ｍｍ，瘤体

紧邻右肾动脉和肠系膜上动脉。 远端瘤颈长约 ９５ｍｍ，如图

１。 入院诊断为：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伤寒，不完全性肠梗

阻，高血压病。 最初，怀疑感染性 ＡＡＡ，经过一些列抗感染，
控制血压，对症支持等治疗后，患者肠道排空通畅，血压平

稳，体温正常，连续 ３ 次血、尿及便细菌培养未见细菌生长。
综合分析患者手术耐受性，认为难以承受动脉瘤切除，人工

血管置换术或者内脏动脉转流等杂交手术的创伤。 遂制定

台上开窗联合内脏动脉重建的 ＥＶＡＲ 手术方案。 术前精确

测量瘤颈长度，直径，重要内脏动脉开口相对距离，方位和直

径，确定了主体支架，延长支以及分支动脉支架的参数，如
图 ２。

图 １　 术前 ＣＴＡ 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

手术过程：选择双侧股动脉和左侧锁骨下动脉作为支架

入路，插入动脉鞘。 开窗组先将一枚 Ｇｏ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 ２３ ～
３０ｍｍ 短覆膜支架预遮挡动脉瘤破口，再将选定的 Ｇｏｒｅ Ｃ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 ２３⁃１４⁃１６０ｍｍ 主体支架半释放，根据术前 ＣＴ 定位的

内脏动脉开口位置和直径，在支架的覆膜区域进行双肾动脉

开窗和肠系膜上动脉开槽，并缝合标记点。 利用 Ｃ３ 支架系

统的近端再回缩特点，将开好窗的支架重新装入套管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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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术前精确测量各部位参数　 Ａ：腹主动脉纵轴；Ｂ：腹腔动脉干；Ｃ：肠系膜下动脉；Ｄ：左肾动脉；Ｅ：右肾动脉；Ｆ：内脏动脉时钟定位

图 ３　 台上开窗　 Ａ：取出支架主体；Ｂ：半释放，支架；Ｃ：缝合固定标记；Ｄ：水中重装支架；Ｅ：支架重装完毕；Ｆ：架主体送入体内

图４　 手术过程　 Ａ：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显影；Ｂ：预制导丝，支架半释放；Ｃ：超选双肾动脉；Ｄ：支架连接双肾动脉；Ｅ：ＥＶＡＲ 术后前

后位造影；Ｄ：ＥＶＡＲ 术后侧位造影

图 ３。 经左锁骨下动脉将导丝预制于肠系膜上动脉内作为标

记，在降主动脉内预制造影导管。 经右股动脉入路送入支架

主体，调整开窗方向，释放支架近端，将肠系膜上动脉预开槽

位置与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对应，双侧肾动脉开窗位置展开，
经上方入路穿过开窗口超选左侧肾动脉成功，置入导鞘；右
侧超选困难，释放主体支架短支，经左股动脉超选主体短支

后超选右肾动脉成功，置入导鞘，选择 Ｇｏｒｅ Ｖｉａｂａｈｎ６ ～ ５０ｍｍ
支架一枚将右肾动脉与支架主体连接，选择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７ ～ ２７ｍｍ 球囊扩张支架一枚将左肾动脉与支架主体

连接。 选择 Ｇｏ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 １４⁃１４⁃１２０ｍｍ 延长支支架一枚连

接主体支架和左髂总动脉，最后完全释放主体支架，远端延

长至右髂总动脉。 术后造影支架形态良好，动脉瘤腔被完全

封闭，无内漏，肠系膜上动脉，双肾动脉显影良好，双髂动脉

血流通畅，髂内动脉显影良好。 术后 １ 个月复查 ＣＴＡ 效果满

意，如图 ４。
对手术耐受性差的 ＡＡＡ 患者，ＥＶＡＲ 手术目前仍是首选

方案［５］ 。 短瘤颈 ＡＡＡ 是 ＥＶＡＲ 手术的难点，锚定区不足造

成支架定位困难，甚至移位以及遮蔽重要内脏动脉分支等灾

难性后果。 “烟囱”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支架锚定

区，但其造成的内漏（尤其是Ⅰ型内漏）往往导致治疗失败。
此外由于支架相互挤压导致的支架塌陷，可能导致内脏动脉

缺血等严重后果，因此该技术的缺陷是明显的，也是目前未

得到广泛共识的主要原因［６］ 。 定制开窗支架很好的解决了

瘤颈短和内脏分支重建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有

Ｃｏｏｋ Ｚｅｎｉｔｈ“开窗”型支架系统，但其定制周期长，费用高昂，
限制了其在国内的应用。 而选择合适覆膜支架系统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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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术后 １ 个月随访，动脉瘤消失，支架形态良好，内脏供血

通畅

台上进行开窗的 ＥＶＡＲ 手术优点则比较明显。 尤其是对短

瘤颈患者，该技术延长了支架锚定区，增加了支架的稳定性；
大大减少内漏，尤其是Ⅰ型内漏的发生率；正常解剖结构和

血液动力学，支架“开窗”分支血管不易狭窄和闭塞。
我们选择 Ｇｏｒｅ Ｃ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 支架系统，主要是由于其近

端在释放后可以再收拢［７］ 。 利用该特点进行台上开窗时可

以从容选择“开窗”位置，在释放支架时，尤其是在定位“开
窗”位置与内脏动脉开口过程中，有利于支架旋转，上下位移

等操作。 “开窗”位置和直径要通过专业的 ＣＴ 测量软件精

确定位。 支架覆膜部分的“开窗”或开槽需要根据内脏动脉

开口位置和口径进行纵轴距离定位和时针定位相结合的方

式确定。
在支架覆膜部分开窗前，需要将支架主体前端释放至足

够开窗的空间，短支不释放，这样易于收回。 在注意保护收

缩机制线的前提下，剪掉支架保护套，显露支架覆膜。 “开
窗”时，在精准测量并定位开窗位置，做好标记。 选择合适口

径的打孔器，在避开支架金属骨架的适当位置打孔，并将边

缘修剪整齐。 选择开槽时，可将选定的开槽部位的支架倒钩

去掉后，在支架覆膜边缘开槽。 “开窗 ／开槽”成功后，选择

０ ０１４”导丝软头段作为标记，使用 ７⁃０ ＧＯＲＥ 线缝合“开窗 ／
开槽”边缘，注意一定要缝合牢固，否则可能在后期操作过程

中脱落，失去指示作用。
重装支架之前，要选择支架对应尺寸的导引鞘，剪掉阀，

留合适长度的鞘管作为支架重装套管，鞘管长度要超过主体

和尖端。 收紧支架收缩机制线，完全收紧支架近端，将支架

浸泡在冰水中以降低镍钛合金骨架的弹性，有利于支架回

缩。 将支架送入体内时应选用比套管直径大一号的导引鞘

以免卡住。
该手术的难点是靶器官动脉的超选，一侧肾动脉由锁骨

下动脉入路，比较易于成功；超选另一侧肾动脉时由于支架

内存在主支架输送器钢丝和之前超选肾动脉留置导鞘的阻

碍，再次经锁骨下动脉入路超选比较困难。 解决方法是可以

改经股动脉入路，经支架短支进入。 超选成功后，将两只导

鞘分别进入双侧肾动脉，使支架主体进一步稳定后释放覆膜

支架主体，延导鞘将双侧肾动脉与支架主体移植物连接，造

影证实双侧肾动脉和肠系膜上动脉血流情况，如果肠系膜上

动脉血流不良可以经预制导丝置入支架进行纠正。
肾动脉分支重建支架，我们首选 Ｇｏｒｅ Ｖｉａｂａｈｎ 覆膜支

架，可以减少内漏形成。 若支架覆膜与瘤壁贴合紧密，也可

选择裸支架。 本例患者由于左肾动脉主干较短，开窗与肾动

脉开口对位良好，因此选择长度合适的球囊扩张裸支架。 支

架各部位连接释放完毕后采用合适口径的球囊进行扩张，以
进一步使连接部贴合紧密，避免内漏。

肾下最好有 ４ｍｍ 以上长度的瘤颈，利于防止出现 Ｉ 型内

漏，本例为假性动脉瘤，血管壁强度更差，预置一段短的覆膜

支架目的是封闭漏口，改善肾下瘤颈长度和强度状态，预防 Ｉ
型内漏的发生，本例采用此方法完全有效。

台上“开窗” ＥＶＡＲ 手术虽然效果满意，但相比传统

ＥＶＡＲ 手术来说，还是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成功的台上“开
窗”ＥＶＡＲ 手术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①专业软件精确的

术前测量，制定“开窗 ／开槽”位置和手术计划，合理准备耗

材；②一个无菌条件满足的杂交手术室；③完善的血管手术

器械和介入器械；④完美的血管外科和介入技术操作，保证

术中按照预定计划精确“开窗 ／开槽”，并且成功重建内脏动

脉分支；⑤熟悉支架“开窗”步骤细节以及注意事项。
目前台上开窗 ＥＶＡＲ 技术还属于初级阶段，尚未广泛开

展。 但我们认为该技术对于短瘤颈，瘤体累及内脏动脉的

ＡＡＡ 是一个安全有效，可以尝试的方法。 相信在更多成功案

例的经验积累后，台上“开窗”ＥＶＡＲ 技术将成为成熟技术被

广泛开展，使更多的复杂 ＡＡＡ 患者得到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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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进展

曾庆龙　 黄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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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主动脉瘤（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ＡＡ）是指腹主

动脉局部病理性扩张，超过正常管径的 ５０％ 。 ＡＡＡ 发病率

逐年上升，且随年龄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据报道，５０ 岁以上

的亚洲人群中男性发病率为 ２５ ６ ／ １０ 万，女性发病率为 ７ ６ ／
１０ 万，男性发病率约为女性的 ３ ５ 倍［１］ 。 我国尚无相关流行

病学资料，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多种影像检查的应用及临床

认识水平的提高，国内 ＡＡＡ 检出率亦逐年增长。 ＡＡＡ 若不

及时治疗，一旦破裂，病死率高达 ７８％ ～９４％ ［２］ 。
但开放手术创伤大，对高龄患者或有严重合并症的患

者，手术风险较高。 自 １９９１ 年 Ｐａｒｏｄｉ ［３］首次报道腔内修复

术（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ＥＶＡＲ）治疗 ＡＡＡ 以

来，ＥＶＡＲ 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运用。 ＥＶＡＲ 凭借其微创、手
术及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围手术期病死率及并发症率

低等优势，逐渐成为大部分 ＡＡＡ 患者的一线治疗策略。
１． 腹主动脉腔内治疗

ＡＡＡ 腔内治疗的目的是采用覆膜支架锚定于瘤体近、远
端的正常血管壁，隔绝瘤腔，降低或消除瘤腔内的压力，避免

瘤体进一步扩张和破裂。
（１）腔内修复术适应证　 ＥＶＡＲ 的解剖适应证主要体现

在对近端锚定区和入路血管的解剖条件上。 传统上，近端锚

定区应满足：①近端瘤颈长度≥１５ｍｍ；②近端瘤颈角度≤
６０°；③近端瘤颈直径 ＜ ２８ｍｍ；④近端瘤颈无严重钙化和大

面积附壁血栓；⑤近端瘤颈形态规则。 入路血管要求髂、股
动脉无高度扭曲或弥散狭窄，股动脉直径大于支架输送系统

直径。
（２）腔内修复术禁忌证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适合行

ＥＶＡＲ：①对造影剂过敏，或肝肾功能不全不能耐受造影剂

者；②近端瘤颈不足 ＜ １５ｍｍ；③入路血管严重狭窄或迂曲；
④孕妇或血液病患者；⑤结肠血供以肠系膜下动脉为主；⑥
动脉瘤破裂，生命体征不稳定者。

（３）腔内修复术的疗效　 随着 ＥＶＡＲ 广泛运用，其临床

疗效成为关注的热点。 国内外大量的临床对照研究［４⁃７］ ，证
实 ＥＶＡＲ 在围手术期病死率及并发症率，术中失血，ＩＣＵ 住

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方面均优于开放手术治疗。 来自荷兰

的一个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ｄｕｔｃｈ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ＲＥＡＭ） ［４］纳入 ３５１ 例直径 ＞ ５ｃｍ、
适合手术、无症状的 ＡＡＡ 患者，随机分成开放手术组或

ＥＶＡＲ 组。 研究结果显示 ＥＶＡＲ 组患者术后 ３０ｄ 的生存率优

于 ＯＳ 组（１ ２％ ｖｓ． ４ ６％ ），但随访 １２ 个月至 ２ 年，ＥＶＡＲ 组

这种优势消失。 ＥＶＡＲ 试验［５］ 与 ＤＲＥＡＭ 试验相似，但其旨

在评估 ＥＶＡＲ 与开放手术治疗 ＡＡＡ 的长期生存率，支架的

耐用性，健康生存指数以及总住院费用。 ＥＶＡＲ１ 研究结果

显示，ＥＶＡＲ 在围手术期早期生存率方面具有优势（１ ７％
ｖｓ． ４ ７％ ）。 但随访 ４ 年，ＥＶＡＲ 在总因病死率、健康生存指

数方面较开放手术并无优势，且 ＥＶＡＲ 的花费、并发症率及

再次干预率更高。 国内也开展了 ＥＶＡＲ 与开放手术治疗

ＡＡＡ 的对照研究［７］ ，研究共纳入 ２ ８６２ 例患者，研究结果显

示两组在手术成功率方面并无显著差异，但术后 ３０ｄ 的治疗

结果显示，开放手术组心、肺、肾及内脏器官的并发症率要更

高（Ｐ ＜ ０ ０１），总的远期病死率特别是非动脉瘤相关的病死

率及第 ４ ～ ６ 年的病死率都高于 ＥＶＡＲ 组（Ｐ ＜ ０ ０１）。 而

ＥＶＡＲ 组具有较低的 ３０ｄ 的病死率，但下肢缺血的发生率更

为常见（Ｐ ＜ ０ ０５）。
（４）腔内修复术并发症　 １）内漏：内漏是 ＥＶＡＲ 最常见

的并发症，也是影响 ＥＶＡＲ 长期疗效及造成再次干预的重要

因素。 有研究报道［８］围手术期内漏的发生率为 １３ １％ ，随访

４ ～ ２９ 个月内漏发生率为 ５ ４％ 。 关于内漏的分型，临床上

应用最多的是 Ｗｈｉｔｅ 等［９］提出的分型。 对于内漏的处理，目
前一致认为来自支架近端的Ⅰａ 型及支架连接部的Ⅲ型内漏

必须即刻处理，可以采用球囊扩张或附加 Ｃｕｆｆ 支架。 而对于

Ⅱ、Ⅳ、Ⅴ型内漏，只要未引起瘤体明显增大，随访即可。 若

随访过程中发现瘤体增大，即使影像检查未发现内漏的存

在，也应该给予积极处理。
２）脊髓缺血：脊髓缺血为 ＥＶＡＲ 术后灾难性并发症。

ＥＶＡＲ 术后脊髓缺血的发生率较低，ＥＵＲＯＳＴＡＲ 协作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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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ＥＶＡＲ 术后脊髓缺血的发生率基本同外科手术（０ ２１％
ｖｓ． ０ ２６％ ） ［１０］ 。 脊髓缺血症状一旦出现，可行脑脊液引流，
以提高脊髓灌注压，缓解脊髓缺血症状［１１］ 。

３）再次手术：ＥＶＡＲ 本身技术操作复杂，且在具有高危

险因素的人群中进行，再次手术成为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

及医疗费用增加的主要的因素。 再次手术治疗受术者个体

技术影响很大；其次瘤颈成角，瘤颈处的附壁血栓和钙化也

是影响再次手术率的因素；较高的内漏发生率也是 ＥＶＡＲ 再

次手术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４）其他：ＥＶＡＲ 术后支架相关的并发症包括支架移位、

打折甚至破裂以及移植物感染等。 支架移位是指支架释放

后固定不牢，导致与预定位置不符。 如果向近端移位，可阻

塞肾动脉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多为释放技术不熟练而出现

前冲现象所致，可在移植物未完全释放前再次造影重新定

位。 如果向远端移位，极易出现近端内漏或影响髂动脉血

流。 使用“全支撑”设计的人工血管移植物，可以有效地防止

移位。 支架打折主要与近端瘤颈角度过大或髂动脉严重迂

曲以及选择支架型号过大有关。 术前仔细判断近端瘤颈及

髂动脉的解剖可有效避免此并发症的发生。 支架膜破裂主

要见于第一代支架型人工血管，随着支架膜材料的改进，此
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降低。 自 １９９３ 年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等［１２］ 首次

报道以来，腔内移植物的感染问题逐渐浮出面，腔内移植物

的感染发生率约 ０ ４％ ，外科手术或保守治疗是目前治疗

选择。
２． 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的进展

近年来，ＡＡＡ 的腔内治疗领域发展迅猛，主要体现在复

杂 ＡＡＡ 的腔内治疗、新型支架系统、精确定位的辅助技术三

方面。
（１）复杂 ＡＡＡ 的腔内治疗 　 近端瘤颈长一般要求 ＞

１５ｍｍ，以保证近心端锚定，减少 Ｉａ 型内漏。 对于短瘤颈者，
开窗技术、烟囱技术、分支支架技术及杂交技术的应用使锚

定区充分延长，内脏分支保留，腔内适应证进一步拓宽。
开窗型支架是在 Ｃｏｏｋ Ｚｅｎｉｔｈ 支架的基础上开发的一种

混合型支架，支架带膜部分预留有与内脏动脉精确对应的

“窗口”，释放时“窗口”对准对应的内脏动脉，经“窗口”在内

脏动脉内再置入小支架。 开窗支架已经在全球 ２ ０００ 余患者

身上得到应用，但大多数研究报告均是单个中心的研究结果，
所报道的病死率各中心不一致。 ２０１２ 年英国皇家利物浦大学

医院报道了自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采用开窗支架治疗近肾 ＡＡＡ
的早期疗效［１３］，共有来自 １４ 个研究中心的 ３１８ 例患者纳入研

究，早期手术成功率为 ９９％ （３１６ ／ ３１８），围手术期病死率为

４ １％，术中靶血管丢失率为 ０ ６％ （５ ／ ８８９）。 ３０ｄ 内再次干预

治疗率为 ７％（２２ ／ ３１８），随访期间死亡 １１ 例，但均为非动脉瘤

相关死亡。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分析显示 １，２ 及 ３ 年的生存率

分别为 ９４％、９１％及 ８５％。 １，２ 及 ３ 年靶血管通畅率为 ９３％、
９１％及 ８５％，再次手术率分别为 ９０％、８６％及 ７０％。

烟囱技术以前被用来重建腔内隔绝术中误堵的分支血

管，后来逐渐被用作一种辅助技术治疗锚定区不足的主动脉

病变。 Ｄｏｎａｓ［１４］对比总结了分别使用球扩（ＢＥＣＳ 组，４６ 个靶

血管）与自膨（ＳＥＣＳ 组，８１ 个靶血管）覆膜支架作为“烟囱”
支架治疗近肾动脉腹主动脉病变的疗效，ＢＥＣＳ 组围手术期

仅 １ 例出现 Ｉ 型内漏，ＳＥＣＳ 组围手术期 ５ 例出现 Ｉ 型内漏。
随访期间，ＢＥＣＳ 组的“烟囱”支架通畅率为 ９７ ８％ ，ＳＥＣＳ 组

的“烟囱”支架通畅率为 １００％ ，充分证实了烟囱技术治疗锚

定区不足的腹主动脉病变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２００１ 年 Ｃｈｕｔｅｒ 等［１５］ 首次报道采用带分支支架治疗胸

ＡＡＡ。 带分支支架可用于治疗累及腹部主要内脏分支血管

的 ＡＡＡ 或肠段主动脉瘤（ＴＡＡＡ）。 早期报道采用带分支支

架治疗胸 ＡＡＡ 病死率比较高，１ 个月及 １ 年的病死率分别为

１９％和 ３１％ ［１６］ 。 近年来，随着腔内操作技术的提高，采用带

分支支架治疗 ＴＡＡＡ 与外科治疗相比，尽管患者术后 ３０ｄ 和

１ 年的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５ ７％ ｖｓ． ８ ３％ ，Ｐ
＝ ０ ２；１５ ６％ ｖｓ． １５ ９％ ，Ｐ ＝ ０ ９），脊髓缺血的发生率也相

近（４ ３％ ｖｓ． ７ ５％ ，Ｐ ＝ ０ ０８），但腔内治疗仍具有一定的优

势，对不适宜行外科手术的高危患者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治

疗手段。
肠段主动脉瘤患者因病变累及内脏动脉而不适合腔内

治疗，加之常有严重合并症不能开放手术。 为了减少手术创

伤，同时为腔内治疗创造条件，联合开放手术和腔内治疗的

杂交技术应运而生。 杂交技术可以避免一些可导致脊髓缺

血的因素，例如主动脉阻断、术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以及再

灌注损伤，有利于减少术后神经并发症发生率。 但传统外科

治疗 ＴＡＡＡ 的并发症并不能通过杂交手术消除，如今报道的

杂交手术的病死率和并发症率高。 因此，杂交手术可能仅作

为那些不适宜行胸腹外科手术患者的替代治疗。
此外，ＡＡＡ 腔内治疗过程中，需要尽可能的保留髂内动

脉，以减少臀肌跛行、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 “三明治”技术、
ＩＢＤ 技术及腔内转流为髂内动脉的保护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策略。
（２）新型支架系统　 迄今有多种柔顺性支架系统相继出

现，并在实际临床中广泛应用。 Ｂａｓｔｏｓ 等［１７］报道了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ｄｕｒａｎｔ 支架系统在严重瘤颈成角患者中的应用研究，其早

期临床效果满意，证实 Ｅｎｄｕｒａｎｔ 支架良好的柔顺性。 Ｐｅｒ⁃
ｄｉｋｉｄｅｓ 等［１８］ 报道了 Ａｏｒｆｉｘ 支架（图 １Ａ）在瘤颈严重成角患

者中的治疗效果，其中期结果同样令人满意。 近来一项回顾

性研究同样证实 Ｃ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ｒ 支架（图 １Ｂ）对于瘤颈扭曲患

者的良好的早期治疗效果，并能减少近端 ＣＵＦＦ 的应用［１９］ 。
柔顺性支架治疗优势在于其能够最大程度的顺应动脉瘤解

剖，支架中轴趋近动脉中轴，进而促进支架帖敷动脉壁，减少

支架 Ｉ 型内漏与支架移位可能［２０］ 。
新理念支架系统包括调节血流的多层裸支架系统和腔

内囊袋封闭的 Ｎｅｌｌｉｘ 支架系统（图 １Ｃ）。 前者基于改变瘤体

内的血流动力学，将瘤体内的湍流变为层流，降低瘤腔内的

血流速度，使瘤腔缓慢血栓化从而达到隔绝瘤体的目的，同
时不影响分支血流。 Ｔｏｌｖａ 等［２１］ 报道首例采用多层支架治

疗外科手术高危的肠段主动脉瘤（ＴＡＡＡ）患者，术后 ２０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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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新型支架系统 Ａ： Ａｏｒｆｉｘ ＡＡＡ 支架系统；Ｂ：Ｃ３ ＧｏｒｅＡＡＡ
支架系统；Ｃ：ＮｅｌｌｉｘＡＡＡ 支架系统

复查瘤腔完全血栓化而内脏分支血管通畅，证实了多层支架

治疗 ＴＡＡＡ 的有效性。 但多层支架治疗胸 ＡＡＡ 仍处于探索

阶段，长期疗效尚待观察。 Ｎｅｌｌｉｘ 支架系统通过生物胶充填

腔内囊袋而封闭瘤腔，其具有全程锚定特性，能减少近端瘤

颈扩张，而降低支架内漏和远期再次干预的发生率。
（３）精确定位的辅助技术 　 ２００９ 年影像融合技术被成

功应用于临床，采用该技术可将术前 ＣＴ 图像与术中透视图

像相整合并同时获得术中的 ＣＴ 图像，基于影像工作站的画

图工具可清晰标记分支血管，术中无需造影，即可在融合图

像的指导下定位分支血管，指导精确释支架，有效减少造影

剂使用和放射暴露时间［２２］ 。 同时，近年来兴起的的 ３Ｄ 打印

技术逐渐应用于心血管疾病诊治中。 有个案报道通过 ３Ｄ 打

印 ＡＡＡ 模型，用于复杂瘤颈患者的术前评估与患者教育，并
指导支架的选择和术中定位。 但 ３Ｄ 打印技术的临床应用价

值、操作时间、实际费用问题有待进一步临床评估。［２３］

综上所述，过去二十多年腔内治疗彻底革新了 ＡＡＡ 患

者的治疗策略，成为绝大多数患者的治疗首选。 腔内技术的

发展、新型支架系统的出现和精确的辅助技术使 ＡＡＡ 腔内

适应证得以拓宽。 临床试验也提供了大量腔内治疗应用的

绝佳证据，但临床实践多样，腔内治疗领域仍有诸多待解决

的问题，个体化腔内治疗选择与复杂腔内治疗的长期效果仍

有待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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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主动脉瘤（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ＡＡＡ）是多因素

影响的具有潜在破裂风险的主动脉病理扩张性疾病。 大多

数 ＡＡＡ 患者常无症状，然而瘤体一旦破裂预后极差，病死率

高达 ９０％ 。 ＡＡＡ 管腔瘤样扩张常伴随主动脉管壁慢性炎性

浸润、中层平滑肌细胞（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ＶＳＭＣｓ）
降解变薄和弹力纤维结构破坏紊乱和异常增生、细胞外基质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ＣＭ）合成 ／降解失衡。 ＡＡＡ 的发病机

制尚未清楚，目前认为 ＡＡＡ 与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和家族遗

传等诸多因素相关。 我国由于人口老龄化、整体寿命延长及

筛查技术日益提高，ＡＡＡ 发病率逐年增高。 腔内修复术（ｅｎ⁃
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ＶＡＲ）的广泛应用使得 ＡＡＡ 的治疗

变得越来越微创和精细，但目前仍无有效的药物去预防 ＡＡＡ
发生、抑制瘤体扩张及预防瘤体破裂。 因此，深入研究 ＡＡＡ
发病机制至关重要，本文就近年来 ＡＡＡ 发病机制的研究进

展作一综述。
１． 遗传因素

人类学筛查和遗传学相关研究均显示遗传因素影响

ＡＡＡ 的形成和发展。 ＡＡＡ 患者的一级亲属发病率是无关人

群 ＡＡＡ 发生率的 ２ ～ ５ 倍［１⁃３］ 。 Ｄｅｎｍａｒｋ 超声筛查交互学研

究证实，家族史是 ＡＡＡ 的高危因素。 Ｔｉｌｓｏｎ 等研究发现有

ＡＡＡ 家族史的患者，ＡＡＡ 的形成主要通过 Ｘ 染色体的伴性

遗传或常染色体的显性遗传所致。 基于候选基因关联或全

基因关联分析研究显示，ＡＡＡ 形成与某些特殊基因标志物相

关：ＭＭＰ⁃３、ＳＯＲＴ１ 及 ＴＧＦＢＲ２。 同时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

（ｇｅｎｏｍｅ ｗｉ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ＷＡＳ）已明确单核苷酸多

态性（ＳＮＰｓ），如 ＤＡＢ２ＩＰ、染色体 ３ｐ１２ ３、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相关蛋白 １（ＬＲＰ１）和 ＡＡＡ 形成相关。 此外，表观遗传学修

饰和 ＤＮＡ 甲基化可能对遗传因素产生作用从而影响 ＡＡＡ
的形成。 尽管 ＡＡＡ 的形成与多基因位点变异相关，但其确

切遗传学机制仍尚未明确。
２． 炎性细胞浸润

ＡＡＡ 被认为是一种炎性疾病，ＡＡＡ 病理过程起始于主

动脉内壁的慢性炎性反应［４］ 。 多种类型的炎性细胞，如巨噬

细胞、中性粒细胞、肥大细胞、淋巴细胞、以及 ＶＳＭＣｓ 均参与

ＡＡＡ 炎性反应。 ＡＡＡ 中的巨噬细胞高表达于动脉内膜和中

膜，作为一种单核细胞来源的吞噬细胞，来源于脾脏的单核

细胞而不是祖细胞的分化增值，其浸润动脉壁并参与 ＡＡＡ
的形成。 ＣＸＣ 受体 ４（ＣＸＣＲ４）和趋化因子 ＣＸＣＬ１２，又称基

质细胞衍生因子 － １（ＳＤＦ⁃１），在巨噬细胞的聚集中起重要作

用。 动物实验证实，ＣＸＣＲ４ 的选择性拮抗剂能有效降低

ＡＡＡ 炎性反应，抑制 ＡＡＡ 的形成和发展［５］ 。 巨噬细胞的浸

润与弹性蛋白和胶原蛋白损伤程度及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ａ⁃
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 ＭＭＰ）活性正相关。 单核⁃巨噬细胞浸

润主动脉内膜过程中，释放各类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 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 （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ｋｉｎ， ＩＬ） １β ／ ６，γ 干扰素（γ⁃ＩＦＮ）等。 炎性因子刺激 ＶＳＭＣｓ
分泌 ＭＭＰｓ，进而促使炎性细胞向外膜浸润。 Ｎｅｗｍａｎ 等研究

证实巨噬细胞可以产生 ＭＭＰ⁃９、ＭＭＰ⁃３ 参与 ＥＣＭ 的降解，同
时其自身产生的 ＴＮＦ⁃α 和 ＩＬ⁃β 又刺激 ＶＳＭＣｓ 的 ＭＭＰｓ 分

泌。 ＭＭＰｓ 在 ＡＡＡ 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人 ＡＡＡ 形成

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种类为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６］ 。 研究发现，
ＭＭＰｓ 的活性增强可以加速弹性蛋白降解，降低主动脉壁稳

定性，进而导致动脉壁瘤样扩张。
淋巴细胞在促使 ＡＡＡ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亦起重要作

用［７］ 。 Ｔ 淋巴细胞在 ＡＡＡ 患者组织中高表达，而 ＡＡＡ 患者

外周血管中的 ＣＤ４ ＋ ／ ＣＤ２５ ＋ 含量通常低于正常水平。 动物

实验已证实正常范围的 Ｔ 淋巴细胞可以预防主动脉瘤的形

成，但过量的 ＣＤ４ ＋ Ｔ 细胞浸润，增加了 ＡＡＡ 瘤体扩张可

能［８］ 。 ＡＡＡ 发病过程中，促炎性细胞因子和 ／或抗炎性细胞

因子，如表皮生长因子（ＥＧＦ）、ＩＬ⁃１β、ＩＬ⁃１７ 等，调控白细胞的

聚集。 经血管紧张素 ＩＩ（Ａｎｇ ＩＩ）诱导或弹性蛋白酶灌注的小

鼠模型动物实验已证实，这些特异性细胞因子的选择性拮抗

或遗传衰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可以预防 ＡＡＡ 形成或减缓瘤

体扩张［９⁃１０］ 。 而转化生长因子（ＴＧＦ⁃β）与 ＡＡＡ 形成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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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ＧＦ⁃β 拮抗剂作用于 Ａｎｇ ＩＩ 和氯化钙诱导的 ＡＡＡ 小鼠模

型，加速了 ＡＡＡ 扩张。
３． 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

尽管短期内炎性细胞浸润刺激了 ＶＳＭＣｓ 增殖，但长期

来看，ＡＡＡ 中膜平滑肌细胞密度降低作为 ＡＡＡ 病理特征已

被广泛证实。 ＡＡＡ 组织内 ＳＭＣｓ 细胞凋亡是系统程序性的

调节［１１］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作为细胞凋亡的执行者，由巨噬细胞分泌

的炎性因子 ＴＮＦ⁃α 和 ＶＳＭＣｓ 中的 Ｆａｓ 蛋白共同作用激活。
利用 ＴＲ⁃ＰＣＲ 法对比 ＡＡＡ 和正常主动脉中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的表达

情况，发现 ＡＡＡ 中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含量明显高于正常主动脉，
这一结果说明 ＳＭＣｓ 凋亡与 ＡＡＡ 形成相关［１２］ 。 杜亚豪等利

用 ＴＵＮＥＬ 染色镜下观察 ＡＡＡ 中膜平滑肌细胞，发现阳性染

色的凋亡细胞占大多数，而正常主动脉中凋亡的细胞比例很

小。 ＥＣＭｓ 起着维持细胞生长的作用，ＡＡＡ 中 ＭＭＰｓ 的大量

表达加速 ＥＣＭｓ 降解，进而负反馈引起 ＳＭＣｓ 正常生长受限，
加重 ＳＭＣｓ 凋亡，形成细胞凋亡循环。 此外，丝氨酸 ／苏氨酸

激酶受体相互作用蛋白酶 ３ 在凋亡坏死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其缺失减少了 ＳＭＣｓ 坏死发生，进而抑制了弹性蛋白酶诱导

的 ＡＡＡ 进展。 故 ＶＳＭＣｓ 凋亡导致腹主动脉中膜 ＶＳＭＣｓ 密

度降低，促进了 ＡＡＡ 形成和进展。
腹主动脉血管中膜内的 ＶＳＭＣｓ 是一种高分化细胞，起

调节血管张力以及维持血压动态稳定和血管壁顺应性的作

用，同时调控弹性蛋白及 ＥＣＭｓ 的损伤修复。 既往 ＶＳＭＣｓ 细

胞表型简单分为 “收缩型” 和 “合成型” ［１３］ 。 研究证实，
ＶＳＭＣｓ 可从已分化的“收缩型”向去分化的“合成型”转化。
不同的外界因素作用使 ＶＳＭＣｓ 表现出介于“收缩”和“合成”
型间的不同种类的细胞表型特征，从而在血管病变形成发展

中起作用。 ＡＡＡ 组织中收缩型 ＶＳＭＣｓ 明显减少，而合成型

ＶＳＭＣｓ 相应增加。 平滑肌细胞肌动蛋白 α（α⁃ＳＭＡ）是收缩

型 ＶＳＭＣｓ 的典型标志，而结蛋白（ｄｅｓｍｉｎ）作为平滑肌中主

要中间肌丝，维持了 ＶＳＭＣｓ 的完整性。 动物实验证实，ＡＡＡ
小鼠模型中 α⁃ＳＭＡ 和 ｄｅｓｍｉｎ 均明显减少，这表明收缩型

ＶＳＭＣｓ 含量减低导致管壁收缩功能下降，同时 ｄｅｓｍｉｎ 减少

使细胞骨架蛋白改变，进而导致动脉壁抗压性减弱，两者共

同作用导致损伤的血管壁在血流动力学作用下呈现被动渐

进性扩张。
动脉粥样硬化条件下，ＭＭＰｓ 表达增多促使 ＶＳＭＣｓ 细胞

增殖和迁移。 大鼠钙化模型显示 ＭＭＰ⁃２ 在血管组织中高表

达，而 ＭＭＰｓ 组织抑制物 １ 表达明显降低。 同样的病理荧光

染色证实 ＭＭＰ⁃２ 及 ＭＭＰ⁃９ 蛋白在钙化血管中表达增

多［１４⁃１５］ 。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等利用免疫组化染色检测人血管中膜钙

化的组织，发现与正常血管 ＶＳＭＣｓ 相比，钙化血管的 ＶＳＭＣｓ
表达基质钙蛋白（ｍａｔｒｉｘ ｇｌ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ＧＰ）减少，而骨 ／软骨

化表型的标志蛋白表达增加，如骨钙蛋白（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 ＯＰＮ）
和碱性磷酸酶（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ＡＬＰ），这表明血管钙化

与 ＶＳＭＣｓ 表型转化相关［１６］ 。 近来研究发现，核结合因子 α
亚单位 １（ｃｏｒ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α ｓｕｂｕｎｉｔ １， ＣＢＦ⁃α１）作为成骨

细胞分化和功能中心调控因子之一，因在早期成骨细胞和软

骨细胞中表达，成为 ＶＳＭＣｓ 向骨 ／软骨化表型转化早期标志

蛋白。 骨钙素（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ＯＣＮ） 由成骨细胞分泌，是在骨

形成中起作用的一种非胶原蛋白，成为 ＶＳＭＣｓ 骨 ／软骨化表

型转化晚期标志蛋白。 Ｃｏｎｆａｖｒｅｕｘ 等［１７］ 对老年患者一项持

续 １０ 年前瞻性研究显示，血清 ＯＣＮ 浓度与腹主动脉钙化进

展速率呈负相关。 钙磷代谢异常在血管钙化方面作用已被

证实，研究表明钙磷代谢失衡所导致血管钙化过程可能与促

进 ＶＳＭＣｓ 表型转化、诱导细胞凋亡等相关［１８］ 。 血小板源性

生长因子（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ＤＧＦ）是由活化的血

小板和脂质板块内巨噬细胞等分泌的因子。 动物实验研究

表明，ＰＤＧＦ 可以显著地下调大鼠 ＶＳＭＣｓ 收缩型蛋白 α⁃ＳＭＡ
的表达，并诱导 ＶＳＭＣｓ 增殖和迁移［１９］ ，但 ＰＤＧＦ 诱导 ＶＳＭＣｓ
表型转化的机制尚未明确。

４． 细胞外基质降解与金属基质蛋白酶

正常主动脉组织中，ＥＣＭｓ 的降解和生成维持在一个动

态平衡。 而 ＡＡＡ 患者，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等因素的刺激加

速了动脉中层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降解，主动脉壁稳定性被

破坏。 同时，ＶＳＭＣｓ 凋亡导致其修复能力不足，虽然动脉壁

中胶原含量增加，但无法形成原有结构，瘤体最终无法耐受

动脉的压力和血流的冲击而破裂。
ＭＭＰｓ 是与 ＥＣＭｓ 降解机制关联最紧密的一类酶，可降

解腹主动脉壁组织中胶原和弹力蛋白成分。 主动脉壁内的

ＭＭＰｓ 主要来源于单核⁃巨噬细胞及 ＶＳＭＣｓ 中，已发现在

ＡＡＡ 中起较大作用的ＭＭＰｓ 有ＭＭＰ⁃２、ＭＭＰ⁃３ 及ＭＭＰ⁃９ 等。
研究发现，不同直径的 ＡＡＡ 组织中 ＭＭＰｓ 浓度有差异，表明

其可能对 ＡＡＡ 瘤体直径有影响［２０］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等研究发现

ＡＡＡ 中 ＭＭＰ⁃９ 含量是正常主动脉的 １０ 倍［２１］ ，Ｃａｒｒｅｌｌ 等发

现 ＭＭＰ⁃３ 在 ＡＡＡ 组织中过表达［２２］ 。 而研究者发现 ＭＭＰ 抑

制剂可减缓 ＡＡＡ 的进展速度。 Ｃｕｒｃｉ 等研究发现服用多西

环素降低 ＡＡＡ 患者瘤壁组织中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 表达［２３］ 。 还

有学者研究发现 ＭＭＰ⁃９ 含量与 ＡＡＡ 破裂相关［２４］ 。 总的来

说，不同来源细胞分泌的 ＭＭＰｓ 在 ＡＡＡ 形成和进展直至最

终破裂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５． 氧化应激反应

氧化应激学说认为：ＡＡＡ 组织中浸润的白细胞通过还原

型烟碱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ＮＡＤＰＨ）氧化酶产生多种活

性氧簇（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ＯＳ）。 同时，ＶＳＭＣｓ、内皮细

胞和成纤维细胞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生成超氧阴离子

（Ｏ２
⁃）。 由巨噬细胞分泌的促炎性因子增加了 ＡＡＡ 管壁细

胞的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活性，刺激 ＲＯＳ 生成增加，进而加速

ＡＡＡ 的进展。 研究发现，活性氧分子在调节 ＭＭＰ 和诱导平

滑肌细胞凋亡中发挥密切作用。 活性氧分子可以激活

ＭＭＰｓ，进而导致 ＥＣＭｓ 降解。 Ｓａｔｏｈ 等研究发现 ＶＳＭＣｓ 过度

表达的亲环蛋白 Ａ 增加活性氧分子并激活ＭＭＰ⁃２，而活性氧

分子又刺激 ＶＳＭＣｓ 分泌亲环蛋白 Ａ，从而加速 ＡＡＡ 形成。
早期研究发现，高浓度的 Ｈ２Ｏ２ 可通过激活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

诱导 ＶＳＭＣｓ 凋亡［２５］ 。 活性氧自由基同样可诱导 ＶＳＭＣｓ 凋

亡，Ｂｏｙｌｅ 等研究证实，ＮＯ 增强 Ｆａｓ ／ Ｆａｓ 配体间相互作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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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 ＶＳＭＣｓ 凋亡［２６］ 。 此外，广泛存在于人体组织 ＥＣＭｓ
内的骨桥蛋白，可增加活性氧分子的产生、提高 ＮＡＤＰＨ 氧化

酶及 ＭＭＰ⁃９ 前提的活性。 核因子 κＢ 是细胞内普遍存在的

转录因子，ＡＡＡ 组织中骨桥蛋白和核因子 κＢ 表达均增加且

呈正相关［２７］ 。 同时，骨桥蛋白通过核因子 κＢ 信号通路可增

加 ＭＭＰｓ 的表达，因此加速了 ＥＣＭｓ 降解，进一步导致 ＡＡＡ
进展。

６． 信号传导通路

许多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被证实参与 ＡＡＡ 的炎性反应

过程，如 Ｎｏｔｃｈ １ 信号通路和活性氧调控通路。 ①Ｎｏｔｃｈ １ 信

号通道：Ｎｏｔｃｈ 信号途径是通过调节细胞间相互作用来调控

细胞的信号通路［２８］ 。 Ｎｏｔｃｈ 受体基因于 １９１９ 年由 Ｍｏｒｇａｎ 等

发现，其信号的活化是通过细胞间相互接触进一步激活

Ｎｏｔｃｈ 受体和配体间相互作用。 Ｎｏｔｃｈ１ 广泛表达于多种组

织，包括心脏和血管内皮细胞，Ｎｏｔｃｈ３ 主要表达于血管平滑

肌细胞，Ｎｏｔｃｈ４ 仅表达于血管内皮细胞［２９ ⁃ ３１］ 。 Ｎｏｔｃｈ 信号通

路在心血管新生 ／发育、炎症反应及心肌梗死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近期研究证实，Ｎｏｔｃｈ 信号通路激活增强了炎症反

应，进而促进 Ａｎｇ ＩＩ 诱导的 ＡＡＡ 的形成。 而 Ｎｏｔｃｈ 信号抑制

剂（ＧＳＩ）饲养的小鼠可明显减轻 Ａｎｇ ＩＩ 介导的炎性反应并反

转 Ａｎｇ ＩＩ 诱导 ＡＡＡ 的形成。 ②活性氧调控通路：缺氧条件

和 ／或过氧化氢诱导了大量基因表达，如过氧化氢诱导的克

隆 ５（Ｈｉｃ⁃５）基因。 Ｌｅｉ 证实 Ｈｉｃ⁃５ 激活的丝裂原活化蛋白 ４ ／
Ｐ５４ ｃ⁃Ｊｕｎ 氨基末端激酶信号通路介导了 ＡＡＡ 形成［３２］ 。 而

在 Ｈｉｃ⁃５ 基因敲除的 ＡｐｏＥ⁃ ／ ⁃小鼠中抑制了 Ａｎｇ ＩＩ 诱导的

ＡＡＡ 瘤样扩张。 然而并非所有活性氧产生的酶都损伤血管。
烟碱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Ｎｏｘ）同工酶 ２ 是 ＳＭＣｓ
中活性氧调控通路生成的酶，在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敲除并饲

养饱和脂肪饮食的小鼠模型中，Ｎｏｘ２ 的敲除却加速了 Ａｎｇ ＩＩ
诱导的 ＡＡＡ 形成［３３］ 。

大量动物实验证实，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和 ＡＡＡ 的

发生发展亦密切相关，ＡＲＢｓ 可以抑制动脉瘤的发展。 肾素

抑制剂（ａｌｉｓｋｉｒｅｎ）抑制了 ＡｐｏＥ ⁃ ／ ⁃小鼠 ＡＡＡ 的进展和炎性

反应。 Ｌｉｕ 等研究证实醛固酮可以作为独立的 Ａｎｇ ＩＩ 相关机

制引起动脉瘤的发生［８⁃９］ 。
７． 腹主动脉瘤潜在治疗方向

目前 ＡＡＡ 的治疗，着重关注瘤体大小及瘤体扩张率。
作为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无症状和潜在致命性疾病，为了更好

的预防 ＡＡＡ 形成、延缓 ＡＡＡ 瘤体扩张和防止瘤体破裂，
ＡＡＡ 发病机制的探讨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 考虑到炎性

反应在 ＡＡＡ 形成中的作用，一些大中心试验分析了免疫抑

制剂（环孢素、白介素 １）对 ＡＡＡ 进展的影响，效果可观。 此

外，考虑到肾素血管紧张素与动脉瘤的形成相关，术前 ＡＣＥＩ
预防用药降低了 ＡＡＡ 组织的炎性反应。 而多中心回顾性研

究表明，ＡＣＥＩ 或 ＡＲＢ 治疗 ＡＡＡ 患者降低了围手术期病死

率。 结合ＭＭＰｓ 和 ＡＡＡ 的相关性，部分观点认为ＭＭＰｓ 可能

会成为 ＡＡＡ 药物治疗的靶点。 另外，抑制骨桥蛋白、核因子

κＢ 也可能成为一种治疗 ＡＡＡ 的新途径。 这些研究从分子、

细胞水平、传导通路甚至代谢水平方面对 ＡＡＡ 的相关发病

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为 ＡＡＡ 的防治提供

了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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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密度脂蛋白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的相关性研究

任新宇　 周玉杰　 刘宇扬　 周扬威　 孙 岩

　 　 ［摘要］ 　 目的：探讨血脂基础水平尤其是 ＬＤＬ⁃Ｃ 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相关性，明确动脉粥硬化患

者血脂基础水平，为冠心病的降脂治疗提供证据依据。 方法：收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就诊于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冠状动脉造影且 １２ 周内无他汀等降脂类药物用药史的患者 ４３４ 例，
根据造影结果分为病例组（有冠状动脉狭窄，ｎ ＝ ２８５），对照组（无冠状动脉狭窄，ｎ ＝ １４９）。 对比分析两

组人口学基本资料、血脂各项基础水平、血压、血糖水平及其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与对

照组比较，病例组患者年龄较大，男性所占比例及吸烟史患者所占比例较高，糖尿病患者所占比例较高，
病例组患者的空腹血糖（ＧＬＵ）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ＨＡＢ１ＡＣ）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病例组患者的 ＴＣ、
ＬＤＬ⁃Ｃ、ｎｏｎ⁃ＨＤＬ⁃Ｃ 及 ＨＣＲＰ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ＨＤＬ⁃Ｃ 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 两组间，体质量

指数（ＢＭＩ）、心率、高血压患者所占比例及 ＴＧ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经校正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心率、ＴＣ、ＨＤＬ⁃Ｃ、ＴＧ、ｎｏｎ⁃ＨＤＬ⁃Ｃ 及 ＨＡＢ１ＡＣ 等因素之后，年龄、吸烟、ＬＤＬ⁃
Ｃ、ＨＣＲＰ 及 ＧＬＵ 是冠状动脉狭窄的相关危险因素（Ｐ ＜ ０ ０５）。 经相关性分析得出 ＬＤＬ⁃Ｃ、ＧＬＵ 及

ＨＡＢ１ＡＣ 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呈正相关（Ｐ ＜ ０ ０５）。 经分层比较，不同 ＬＤＬ⁃Ｃ 分层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研究表明中国冠心病患者血脂基础水平并不是很高，冠心病的危

险因素除了血脂水平，还有吸烟史、糖尿病、年龄及炎症因子 ＣＲＰ 等。 ＬＤＬ⁃Ｃ 虽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呈

正相关，但并非 ＬＤＬ⁃Ｃ 越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越小。 因此，强化降脂治疗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冠心病人

群，具体的降脂治疗方案应根据不同患者的血脂基础水平进行个体化治疗。
［关键词］ 　 血脂；冠心病；低密度脂蛋白；冠状动脉狭窄；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他汀强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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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年发表的全球死亡原因和疾病负担分析

报告指出，２０１０ 年全球冠心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
ｅａｓｅ，ＣＨＤ）死亡的人数达 ７０３ 万，占总死亡的 １３％ ，
在 ２３５ 单病种死因中排在首位［１］。 ２０１３ 年发表的

中国疾病负担的分析报告提供的数据指出，２０１０ 年

中国居民冠心病的死亡人数约为 ９５ 万，占我国总死

亡人数的 １１ ４％ ，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２０１０ 年中国居民

冠心病死亡人数增加了 １２０ ３％ ［２］。 冠心病是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在国际疾病分类中

被称为缺血性心脏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ＨＤ），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而引

起血管腔狭窄或阻塞，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

导致的心脏病。 在导致冠心病发生发展的多重危险

因素中，血脂异常特别是增高的血清胆固醇水平是

冠心病最明确也是最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 一系列

的里程碑式的血脂干预试验均有力证实，积极降低

胆固醇水平尤其是 ＬＤＬ⁃Ｃ 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心血

管高危人群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因而降低 ＬＤＬ⁃Ｃ
成为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首要靶目标。
他汀类药物是临床高胆固醇血症和高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血症的首选药物，大量临床试验证实他汀在

ＣＨＤ 一、二级预防中都可以带来获益［３⁃４］，ＣＴＴ 荟萃

分析、ＰＲＯＶＥ⁃ＩＴ 等研究均表明强化他汀可以进一

步获益［５⁃６］，然而这些研究鲜有纳入中国人群。 与

西方人群相比，中国等东亚人群似乎对他汀的敏感

性更强、ＬＤＬ⁃Ｃ 的基线水平更低，所以对于中国人群

而言强化他汀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仍存在较多疑问。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收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冠状

动脉造影且 １２ 周内无他汀等降脂类药物用药史的

患者 ４３４ 例，其中男性 ２９８ 例，女性 １３６ 例。 纳入标

准：血脂基础水平是指患者测量前 １２ 周内未服用过

任何降脂药物，且血脂测量时间与此次入院冠状动

脉造影时间间隔不超过 ６ 个月；年龄≥１８ 岁，性别

不限；如为急性心肌梗死，发病时间≤２４ｈ。 排除标

准：各种原因（如病毒性肝炎）所致肝功能不全（此
处指谷丙转氨酶 ＡＬＴ 或谷草转氨酶 ＡＳＴ 升高≥３
倍正常值上限）；患有肾病综合征或慢性肾脏病

（ＣＫＤ）４ 期及以上；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心
功能不全，ＮＹＨＡ 分级 ＩＩＩ 级及以上；各种感染性疾

病急性期；恶性肿瘤、结核等全身消耗性疾病；其他

一些可引起脂质代谢异常的疾病，如库欣病等；由于

病情所需，长期采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者。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方法，收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就诊于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冠状动脉造影且

１２ 周内无他汀等降脂类药物用药史的患者 ４３４ 例，
根据造影结果有无狭窄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 对比

分析两组人口学基本资料、血脂基础水平、血压血糖

水平，及其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其中吸

烟史分为无吸烟史、已戒烟 （入院前 ４ 周内未吸

烟）、未戒烟（入院前 ４ 周内仍有吸烟）三类。 冠状

动脉狭窄程度依据：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０ ～ ８ ５ 分为轻度

狭窄，９ ～ １６ ５ 分为中度狭窄，≥１７ 分为重度狭窄。
ＬＤＬ⁃Ｃ 分层依据 ２００７ 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预防指

南，分为六层：≤１ ８２ｍｍｏｌ ／ Ｌ，１ ８２ ～ ２ ５９ｍｍｏｌ ／ Ｌ，
２ ５９ ～ ３ ３６ｍｍｏｌ ／ Ｌ， ３ ３６ ～ ４ １４ｍｍｏｌ ／ Ｌ， ４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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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９１ｍｍｏｌ ／ Ｌ， ＞ ４ ９１ｍｍｏｌ ／ Ｌ。
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统计

软件处理。 所有计量资料行正态分布检验，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多组

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不符合上述条件的

多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相关

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积矩相关系数描述；不符合正态

分布连续变量用两独立样本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系数描述；计数资

料用频数及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独
立的多组多分类资料的比较采用列联表 χ２ 检验。
人口学基本资料、血脂基线水平、血压、血糖水平对

冠状动脉狭窄的影响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研究对象基线资料　 纳入研究对象 ４３４ 例，
两组患者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心率、ＴＧ 及高血压，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吸烟史、ＴＣ、
ＬＤＬ⁃Ｃ、 ＨＤＬ⁃Ｃ、 ｎｏｎ⁃ＨＤＬ⁃Ｃ、 ＨＣＲＰ、 ＧＬＵ、 ＨＡＢ１ＡＣ
及糖尿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１）。

表 １　 患者基线资料 ［ｘ ± ｓ，ｎ（％ ）］

项目
病例组

（ｎ ＝ ２８５）
对照组

（ｎ ＝ １４９）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７ １２ ± １１ ２８ ５４ ３６ ± １０ ０２ ０ ００９
性别 ／ 男性 ２２０（７７ ２） ７８（５２ ３） ＜ ０ ００１
ＢＭＩ ２５ ５５ ± ４ ６０ ２５ ９２ ± ３ ６１ ０ ６２２
吸烟史 ２２３（７８ ３） ５０（３３ ５） ＜ ０ ００１
心率 ／ （次 ／ ｍｉｎ） ７２ ３６ ± ２ ３７ ７２ ６３ ± ２ ３９ ０ ９１０
Ｔ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８５ ± １ １０ ４ ５８ ± １ ０６ ０ ０１４
Ｌ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３ ０６ ± ０ ９１ ２ ７３ ± ０ ８７ ０ ００１
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０４ ± ２ ４６ １ １３ ± ２ ５６ ＜ ０ ００１
ＴＧ ／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８１ ± １ ２１ １ ７６ ± １ ２４ ０ ３２５
Ｎｏｎ⁃ＨＤＬ⁃Ｃ ／ （ｍｍｏｌ ／ Ｌ） ３ ８１ ± １ ０６ ３ ４６ ± １ ０２ ０ ００１
ＨＣＲＰ ／ （ｍｇ ／ Ｌ） １１ ４５ ± １１ ３０ ３ ０４ ± ６ ０１ ＜ ０ ００１
ＧＬＵ ／ （ｍｍｏｌ ／ Ｌ） ６ ７１ ± ２ １７ ５ ４７ ± １ ０２ ＜ ０ ００１
ＨＡＢ１ＡＣ ／ ％ ６ ３９ ± １ ４３ ５ ８０ ± ０ ６４ ０ ００３
高血压 １４０（５０ ７） １３６（４９ ３） ０ ４９
糖尿病 ８０（８２ ５） １７（１７ ５） ＜ ０ ００１

　 　 ２．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将上述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 ＢＭＩ、心率、ＴＣ、ＨＤＬ⁃Ｃ、ＴＧ、
ｎｏｎ⁃ＨＤＬ⁃Ｃ、ＨＡＢ１ＡＣ、年龄、吸烟、ＬＤＬ⁃Ｃ、ＨＣＲＰ 及

ＧＬＵ 引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经校正 ＢＭＩ、心率、ＴＣ、
ＨＤＬ⁃Ｃ、ＴＧ、ｎｏｎ⁃ＨＤＬ⁃Ｃ 及 ＨＡＢ１ＡＣ 等因素之后，年

龄、吸烟、ＬＤＬ⁃Ｃ、ＨＣＲＰ 及 ＧＬＵ 是冠状动脉狭窄的

相关危险因素（表 ２）。

表 ２　 影响冠心病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值

年龄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８ ６ ８０７ ０ ９５３ ０ ９２０ ～ ０ ９８８ ０ ００９
吸烟史 ３０ ９５７ ＜ ０ ００１
吸烟史（１） ２ ０３８ ０ ３８７ ２７ ７８６ ７ ６７９ ３ ５９８ ～ １６ ３８５ ＜ ０ ００１
吸烟史（２） － ０ ２００ ０ ８３３ ０ ０５８ ０ ８１８ ０ １６０ ～ ４ １９１ ０ ８１０
ＬＤＬ⁃Ｃ －０ ５６０ ０ ２１７ ６ ６４６ ０ ５７１ ０ ３７３ ～ ０ ８７４ ０ ０１０
ＨＣＲＰ －０ １２７ ０ ０３４ １３ ９２９ ０ ８８１ ０ ８２４ ～ ０ ９４１ ＜ ０ ００１
ＧＬＵ －０ ３５５ ０ １３９ ６ ５２１ ０ ７０１ ０ ５３４ ～ ０ ９２１ ０ ０１１

　 　 注：吸烟史（１）为已戒烟（入院前 ４ 周内未吸烟），吸烟史（２）为

未戒烟（入院前 ４ 周内仍有吸烟）

　 　 ３． 基线资料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相关性分析

将上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 ＢＭＩ、心
率、ＴＣ、ＨＤＬ⁃Ｃ、ＴＧ、ｎｏｎ⁃ＨＤＬ⁃Ｃ、ＨＡＢ１ＡＣ、年龄、吸
烟、ＬＤＬ⁃Ｃ、ＨＣＲＰ 及 ＧＬＵ 分别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为 ＬＤＬ⁃Ｃ、ＧＬＵ 及 ＨＡＢ１ＡＣ
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呈正相关（表 ３）。

表 ３　 影响冠心病的各因素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的相关性分析

　 因素 相关系数 Ｐ 值

ＬＤＬ⁃Ｃ ０ １３５ ０ ０２３
ＧＬＵ ０ １９３ ０ ００１
ＨＡＢ１ＡＣ ０ １４５ ０ ０２６

　 　 ４． ＬＤＬ⁃Ｃ 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分层比较 将

ＬＤＬ⁃Ｃ 分层：≤１ ８２ｍｍｏｌ ／ Ｌ，１ ８２ ～ ２ ５９ｍｍｏｌ ／ Ｌ，
２ ５９ ～ ３ ３６ｍｍｏｌ ／ Ｌ， ３ ３６ ～ ４ １４ｍｍｏｌ ／ Ｌ， ４ １４ ～
４ ９１ｍｍｏｌ ／ Ｌ， ＞ ４ ９１ｍｍｏｌ ／ Ｌ 六层，采用列联表 χ２ 检

验比较不同 ＬＤＬ⁃Ｃ 分层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１７３ Ｐ ＞ ０ ０５）。 若将冠状动脉

狭窄程度也分层：０ ～ ８ ５ 分为轻度狭窄，９ ～ １６ ５ 分

为中度狭窄，≥１７ 分为重度狭窄，列联表 χ２ 检验比

较不同 ＬＤＬ⁃Ｃ 分层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差异仍无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４１８ Ｐ ＞ ０ ０５）。

讨　 论

研究证实相较于对照组，病例组患者年龄较大，
男性所占比例及吸烟史患者所占比例较高，糖尿病

患者所占比例较高，病例组患者的 ＧＬＵ 及 ＨＡＢ１ＡＣ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病例组患者的 ＴＣ、ＬＤＬ⁃Ｃ、ｎｏｎ⁃
ＨＤＬ⁃Ｃ 及 ＨＣＲＰ 基础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ＨＤＬ⁃Ｃ
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 两组间，ＢＭＩ、心率、高
血压患者所占比例及 ＴＧ 基线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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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Ｐ ＞ ０ ０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经校正 ＢＭＩ、心
率、ＴＣ、ＨＤＬ⁃Ｃ、ＴＧ、ｎｏｎ⁃ＨＤＬ⁃Ｃ 及 ＨＡＢ１ＡＣ 等因素

之后，年龄、吸烟、ＬＤＬ⁃Ｃ、ＨＣＲＰ 及 ＧＬＵ 是冠状动脉

狭窄的相关危险因素（Ｐ ＜ ０ ０５）。 表明我国冠心病

患者血脂基础水平并不是很高，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除了血脂水平，还有吸烟史、糖尿病、年龄及炎症因

子 ＣＲＰ 等。 降低 ＬＤＬ⁃Ｃ 水平可以有效减少心血管

事件风险已经成为共识［５］。 本研究结果中病例组：
ＴＣ（ ４ ８５ ± １ １０ ） ｍｍｏｌ ／ Ｌ， ＬＤＬ⁃Ｃ （ ３ ０６ ± ０ ９１ ）
ｍｍｏｌ ／ Ｌ，ＨＤＬ⁃Ｃ（１ ０４ ± ２ ４６） ｍｍｏｌ ／ Ｌ，ＴＧ（１ ８１ ±
１ ２１）ｍｍｏｌ ／ Ｌ，本研究人群的血脂基础水平与我国

人群较一致，相较于欧美人群血脂水平较低［７］。 经

相关性分析，ＬＤＬ⁃Ｃ、ＧＬＵ 及 ＨＡＢ１ＡＣ 与冠状动脉

狭窄程度呈正相关（Ｐ ＜ ０ ０５）。 将 ＬＤＬ⁃Ｃ 分层，比
较不同 ＬＤＬ⁃Ｃ 分层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将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也分层比较不同 ＬＤＬ⁃
Ｃ 分层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ＬＤＬ⁃Ｃ 越低真的越好吗？

２０ 世纪后期在冠心病防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

５ 项大规模临床试验：４Ｓ、ＣＡＲＥ、ＬＩＰＩＤ、ＷＯＳＣＯＰＳ 和

ＡＰＳ ／ ＴｅｘＣＡＰＳ 研究证明，通过他汀类药物大幅度降

低 ＬＤＬ⁃Ｃ，可使冠心病病死率、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和

致残率明显下降，由此奠定了他汀类药物在冠心病

治疗中的重要地位，２０１１ 年 ＡＨＡ 年会上公布的

ＳＡＴＵＲＮ 研究为强化降脂逆转斑块再添新证据［８］。
研究证实，对于 ＮＳＴＥ⁃ＡＣＳ 保守治疗的患者，强化降

脂治疗可明显减轻心肌和血管内皮炎症反应［９］，对
高龄冠心病择期 ＰＣＩ 患者，强化降脂治疗可显著减

少与 ＰＣＩ 相关的心肌梗死［１０］。 但是 ＬＤＬ⁃Ｃ 真的越

低越好吗？ 实则不然，首先从疗效上来讲，降脂治疗

的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对于治疗前 ＬＤＬ⁃Ｃ 非

常高的人群，给予他汀治疗后，即使 ＬＤＬ⁃Ｃ 水平未

达到 １ｇ ／ Ｌ，也得到了心血管事件危险性下降 ３５％的

获益，而将 ＬＤＬ⁃Ｃ 水平下降至 １ｇ ／ Ｌ 左右，心血管事

件下降也达到了 ２０％ ～３０％ ，因此 ＬＤＬ⁃Ｃ 下降幅度

不一定与获益比例相当。 ＭＲＦＩＴ 研究显示，降脂幅

度和临床获益之间存在一种递减定律，血胆固醇水

平越高降脂治疗获益越大［１１］。 ＣＡＲＥ 研究也发现，
ＬＤＬ⁃Ｃ 降到 １ ２５ｇ ／ Ｌ 以下时，临床获益转归未见进

一步增加［１２］。 且 ＣＨＩＬＬＡＳ 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强化

他汀在中国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中应用［１３］。
实际上，安全性是强化他汀在中国人群中使用

的另一个需要注重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强

化他汀治疗伴随着更高的肌病以及肝酶上升风

险［１４⁃１５］。 在中国人群中更为突出。 ＨＰＳ２⁃ＴＨＲＩＶＥ
研究表明使用中等强度他汀（辛伐他汀 ４０ｍｇ ／ ｄ 或

联合依折麦布 １０ｍｇ ／ ｄ）治疗时，中国患者肝胆不良

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欧洲患者，肝酶升高率（大于

正常值上限 ３ 倍）超过欧洲患者 １０ 倍（０ ２４％ ／年
ｖｓ． ０ ０２％ ／年），而肌病发生风险也显著高于欧洲

人群（０ １３％ ／年 ｖｓ． ０ ０４％ ／年） ［１６］。 而目前尚缺

乏关于中国人群强化他汀降脂治疗的安全性数据。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由于地域差异和

生活方式的差异，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人群的血脂基

础水平。 同时未对患者生活方式进行干预，不能确

定生活方式变化对血脂水平的影响。 研究得出

ＬＤＬ⁃Ｃ 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呈正相关，但是分层比

较，不同的 ＬＤＬ⁃Ｃ 分层间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却无显

著差异，可能是由于样本量太小，使得结果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同时可能由于样本量太小和存在一定的

抽样误差使得病例组和对照组 ＢＭＩ、血压也无显著

差异。 因此，还需要大规模的随机对照的研究明确

中国人群的血脂基础水平与冠心病的相关性及相关

强度，进一步为中国人群是否应该强化降脂治疗提

供依据。
总之，强化降脂治疗可能并不适合我国冠心病

人群，具体的降脂治疗方案应根据不同患者的血脂

基础水平进行个体化治疗。 此外，ＬＤＬ⁃Ｃ 的控制仅

仅是局部，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治是一个涉及多靶点

的治疗，未来还需要关注动脉粥样硬化的其他危险

因素及新的降脂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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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１岁以内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外科治疗
８６ 例疗效分析

温林林　 杨仕海　 陶曙光　 王建明

　 　 ［摘要］ 　 目的：回顾性总结婴儿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ＴＡＰＶＣ）外科治疗经验及其效果分析，提
高手术疗效。 方法：回顾分析河北省儿童医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ＴＡＰＶＣ 患儿 ８６ 例的临床资

料，其中男性 ６６ 例，女性 ２０ 例，年龄 ５ｄ ～ １２ 个月，平均 ５ １１ 个月；体质量 ２ ３ ～ ９ ｋｇ，平均（５ ６７ ±
２ ０８） ｋｇ，均经心脏彩超、胸部 Ｘ 线片、心电图检查确诊，矫治手术均在常规体外循环中低温（２８℃左右）
下完成。 结果：当时住院死亡 ４ 例，术后肺静脉狭窄再手术死亡 １ 例，总病死率 ５ ８１％ 。 术中心力衰竭

死亡 ２ 例，严重感染、多器官衰竭 １ 例，低心排出量综合征 ２ 例。 ８１ 例存活者术后复查结果满意，出院后

随访 ３ ～ ３６ 个月，身体发育、活动能力正常，无二次手术者。 结论：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是一种危重先

天性心脏病，尤其伴梗阻性的需急症手术治疗，手术矫治可以明显改善患儿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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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

流 （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ＴＡＰＶＣ）是一种复杂的先心病，发病率约占先心病

的 ２％ ，未经治疗有 ８０％在 １ 岁内死亡［１］。 近年来，
随着前列地尔在外科治疗中的应用，梗阻型 ＴＡＰＶＣ
是目前唯一一种需要急症手术的先心病［２⁃３］。 随着

心脏外科手术的发展，麻醉、体外循环和术后监护水

平的提高，手术治疗已取得良好效果［４⁃７］。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我院共对 ８６ 例 １ 岁内

ＴＡＰＶＣ 患儿进行了解剖根治性手术，取得满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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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本组 ８６ 例患儿中男性 ６６ 例，女性

２０ 例；年龄 ５ｄ ～ １２ 个月，平均 ５ １１ 个月；体质量

２ ３ ～ ９ ｋｇ，平均（５ ６７ ± ２ ０８） ｋｇ，８６ 例患者均经手

术证实为 ＴＡＰＶＣ，患者术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口唇

紫绀、呼吸及喂养困难，其中术前呼吸机辅助呼吸 ９
例，重度营养不良 ３ 例。 术前所有患者均行超声心

动图、胸 Ｘ 线及心电图检查，对于混合型及可疑其

它畸形的行心脏 ＣＴ 检查。 无病例行心血管造影

检查。
２． 手术方法：本组患儿均采用静吸复合麻醉，中

度低温（２８℃）、体外循环下，行正中切口开胸，常规

建立体外循环，游离动脉导管或导管韧带并结扎。
主动脉阻断后，经主动脉根部灌注组氨酸⁃色氨酸⁃
酮戊二酸心肌保护液（ＨＴＫ 液），３０ｍＬ ／ ｋｇ，持续 ３ ～
５ｍｉｎ。 行 ＴＡＰＶＣ 矫治术同时矫治其它畸形：房间隔

缺损补片修补、卵圆孔未闭缝合、室间隔缺损修补、
肺动脉狭窄矫治及三房心矫治。 三尖瓣反流均未予

特殊处理，肌部室间隔缺损（直径 ＜ ２ｍｍ）未处理。
心上型 ＴＡＰＶＣ，采用汇总静脉与左房顶侧侧吻合，
同时结扎垂直静脉；心内型 ＴＡＰＶＣ，经右心房切开

冠状窦顶与房间隔或卵圆孔间组织，确保肺静脉回

流通畅（必要时左心房后壁补片），再用补片修补新

形成的房间隔缺损，将冠状窦及肺静脉隔入左心房；
心下型 ＴＡＰＶＣ，于心尖处缝线将心脏上翻，于膈肌

上方结扎并切断汇总静脉，将汇总静脉端侧吻合于

左心房后壁。 近期心上型 ＴＡＰＶＣ，左心房切口切至

近房间隔时向下切开左心房后壁 ０ ５ ～ １ｃｍ，同时将

汇总静脉切口右端向后切开相应距离，对位缝合。
吻合口缝线均采用 ６⁃０ ＰＤＳ ＩＩ 可吸收滑线缝合，其
中 ２ 例汇总静脉短、细，给予前壁自体心包加宽，心
上型 ＴＡＰＶＣ 停机后于右肺静脉测压。 为避免术后

心律失常，所有手术均未采用左右心房联合切口，术
后 １ 天均于监护室行床旁心脏彩超评估。

３．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及

百分比表示。

结　 果

１． 研究对象：８６ 例 ＴＡＰＶＣ 患者中心上型 ４２ 例

（４８ ８％ ），心内型 ３０ 例 （ ３４ ９％ ）， 心下型 ３ 例

（３ ５％ ），混合型 １１ 例（１２ ７９％ ），均合并有房间隔

缺损（ＡＳＤ）或卵圆孔未闭（ＰＦＯ）。 其中合并 ＡＳＤ４７
例（５４ ６５％ ）、ＰＦＯ３９ 例（４５ ４％ ），合并汇总静脉回

流明显梗阻的 ９ 例（１０ ５％ ），合并动脉导管未闭

（ＰＤＡ）２０ 例（２３ ３％ ），膜周室间隔缺损（ＶＳＤ）２ 例

（２ ３％ ），肌部小 ＶＳＤ ５ 例 （５ ８％ ），三房心 ２ 例

（２ ３％ ），肺动脉狭窄 ２ 例（２ ３％ ）；合并三尖瓣中

度反流 ２７ 例（３１ ４％ ），重度反流 ４ 例（４ ７％ ）。
２． 患者总体治疗效果：８１ 例（９４ １９％ ）痊愈出

院，患儿术后发绀消失，活动耐力增加，术前呼吸及

喂养困难症状消失。 ３ 例术后超声提示三尖瓣少⁃
中量反流，其余均为少量反流或无明显反流。 患儿

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５９ ２０ ± ２３ ７３）ｄ，ＩＣＵ 监护时

间（５ ７８ ± ２ ２４）ｄ。 死亡 ５ 例，病死率 ５ ８％ 。 ４ 例

（４ ７％ ）撤离呼吸机后二次气管插管，再次上机，６
例（７ ０％ ）延迟关胸，２ 例（２ ３％ ）行腹膜透析术，１
例（１ ２％ ）行膈肌折叠术，治疗后痊愈，无并发症。

３． 手术并发症及处理：１３ 例出现并发症，其中 ４
例因肺组织渗出二次气管插管呼吸、辅助呼吸，分别

于 ２ ～ ３ｄ 后再次撤离呼吸机后恢复；６ 例患儿术后

心脏水肿严重、循环不稳定，采用延迟关胸技术，术
后 ４８ ～ ７２ｈ 关胸，后逐渐撤离呼吸机；２ 例患儿术后

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采用腹膜透析术，经治疗 １ ～
３ｄ 好转，肾功能恢复正常，无后遗症；１ 例发生左侧

膈肌麻痹，撤机困难，再次行膈肌折叠术后，１８ｈ 后

顺利撤机。
４． 死亡病例原因分析：死亡 ５ 例患儿，２ 例死于

手术室，其中 １ 例心上型 ＴＡＰＶＣ，术毕回监护室后

血压不稳定，血氧低，心脏外形大，胸片可见肺渗出，
急行床旁超声示肺静脉回流受阻，急症再次手术。
术中见吻合口（右角处）后壁成“嵴”，右肺静脉可见

血栓形成，手术清除血栓，向后壁延长切口，并于前

壁自体心包片加宽，停机困难，心力衰竭、肺出血死

亡。 另 １ 例患儿为心内型 ＴＡＰＶＣ，术后 ３ 个月吻合

口流速 ２ ７ｍ ／ ｓ，再次手术后 ２ 个月近吻合口处肺静

脉狭窄，行第 ３ 次手术，术中心力衰竭，不能停体外

循环机，死亡。 １ 例死于严重感染，肺组织渗出、低
氧血症，此患儿为早产儿，心上型 ＴＡＰＶＣ，术前合并

垂直静脉入左无名静脉处梗阻，术前呼吸机辅助呼

吸，由我院内科转入，术后呼吸机辅助呼吸，超声排

除解剖矫治不满意及心功能低，痰中培养出细菌，后
出现氧分压逐渐下降、二氧化碳分压逐渐增高，复查

胸片示双肺渗出影，感染严重，持续低氧血症，死亡。
另 ２ 例低心排出量综合征（低心排），其中 １ 例为心

上型 ＴＡＰＶＣ 伴汇总静脉梗阻，新生儿，术中右肺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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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平均压 １４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术后第一

天吻合口流速 １ ８ｍ ／ ｓ，后渐进性增快，复查心脏彩

超提示吻合口流速 ３ｍ ／ ｓ，家属拒绝再次手术，持续

低心排，放弃治疗；１ 例为早产儿，混合型 ＴＡＰＶＣ 伴

ＰＦＯ，左上肺静脉引流至无名静脉⁃右上腔静脉⁃右心

房，术后排除吻合口梗阻，持续低心排，多种药物无

效，死亡。

讨　 论

ＴＡＰＶＣ 是一种复杂的先心病，患儿的存活依赖

于心内存在右向左分流，如果肺静脉回流途径存在

梗阻，尤其是梗阻部位在心外（心房顺应性较高，房
水平限制性程度较心外低），则淤血会进一步导致

肺动脉压力增高、肺水肿，如不能及时手术，可能短

时间内出现肺水肿导致低氧血症、酸中毒而威胁生

命，除手术外其它方法不能有效缓解其症状。 术前

呼吸窘迫、心功能差、肺部感染、肺动脉高压，以及由

此带来的低氧血症、酸中毒等对术后恢复有很大的

影响。
１． 手术时机　 ＴＡＰＶＣ 是一种心室⁃动脉连接正

常、肺血多的紫绀型先心病，未经治疗有 ８０％ 在 １
岁内死亡，手术能取得满意效果。 诊断本身即是适

应证。 对于超声提示存在梗阻患儿或存在窘迫症状

的，入院急症手术。 本组最小患儿年龄 ５ｄ，体质量

２ ３ｋｇ，胎儿心脏超声提示心上型 ＴＡＰＶＣ 伴汇总静

脉入左无名静脉处梗阻，产后转入我科，急症手术。
对于不伴明显梗阻的患儿，建议早期手术。

２． 术前诊断　 术前所有患者均行超声心动图、
胸 Ｘ 线及心电图检查，对于混合型及可疑其它畸形

的行心脏增强 ＣＴ 检查。 随着超声诊断水平的提

高，对于大多数 ＴＡＰＶＣ 均能诊断，甚至胎儿心脏超

声即可诊断。 但对于混合型 ＴＡＰＶＣ，由于单根肺静

脉细、血流缓慢，走形变异较多，容易漏诊，所以在超

声提示可疑时，我们行 ＣＴ 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术
前尽量明确左心室发育情况。 通常 ＴＡＰＶＣ 患儿左

心室容积小，在测量二尖瓣、主动脉瓣及心尖到二尖

瓣长径无明显减小时，即排除左心发育不良后，在矫

治手术后均能承担相应功能［７⁃８］。 本组患儿手术后

无因左心室小而发生低心排出量综合征（低心排）。
３． 手术技巧　 手术均在全麻中低温体外循环下

完成，胸骨正中切口，建立体外循环前我们常规游离

垂直静脉并套带备用，但此时容易造成垂直静脉扭

曲，影响肺静脉回流，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
血压下降，膈神经通常紧贴垂直静脉左前外侧壁走

形，套带时切忌将其圈套其中。 有些中心由于忌惮

左心房小，对于 ＡＳＤ 或 ＰＦＯ 给予扩大补片，在我们

看来其作用不显著，心房顺应性较大，术前容量和压

力均较大的右心房在术后均降低，而左心房反之。
有些中心认为房间隔留孔对术后恢复更有益处［９］，
我们认为修补 ＡＳＤ 或 ＰＦＯ 对患者恢复无明显不利。
本组患者对于较大 ＡＳＤ 者，补片原位修补，较小

ＡＳＤ 及 ＰＦＯ 我们均直接缝合，均取得良好效果，术
后超声未显示左心房不足够的情况。 对于三尖瓣中

量以上反流的本组共 ３１ 例，经探查瓣叶发育良好、
瓣环稍大，均未予特殊处理。 反流多因术前右心血

流增多、肺动脉高压造成，术后肺静脉引入左心房通

畅情况下，肺动脉高压短时间内会有所降低，同时右

心血量明显减少，术后右心房、右心室逐渐恢复正常

大小，三尖瓣反流会明显减少；相反，人为环缩瓣环

或修整瓣膜，对瓣环或瓣膜会造成结构上的破坏，对
远期复原不利。 心上型 ＴＡＰＶＣ 手术矫治时确保吻

合口无扭曲、变形，吻合后壁无人为“嵴”形成，停体

外循环机后右上肺静脉针刺测平均压，９ ～ １６ ｍｍＨｇ
平均（１１ ９０ ± １ ９５）ｍｍＨｇ，术后对比心脏彩超测吻

合口流速 ０ ６３ ～ １ ５５ｍ 平均（１ ０８ ± ０ ２６）ｍ ／ ｓ。 我

们总结由于术后左心室、左心房仍有容量负荷增多

的一个适应过程，早期左心房压力相对较高，测压平

均压在 １５ｍｍＨｇ 以下、术后心脏彩超流速在 １ ６ｍ ／ ｓ
以下时，血流能够适应，术后可恢复，远期吻合口通

畅，流速逐渐下降，预后好。 心脏彩超吻合口 ２ｍ ／ ｓ
以上提示存在吻合口梗阻，预后差，需再次手术矫

治。 两者之间需密切观察、随访。
４． 术后监护　 ＴＡＰＶＣ 术后患儿年龄相对较小，

术前心脏外形大，肺高压较重，加之有时游离较广

泛，牵拉力度较大，术后心脏水肿明显、循环不稳定

较常见，可以采用延迟关胸技术。 术后的患儿早期

容易出现低心排血量时期，我们采用肾上腺素、多巴

胺等多种血管活性药物联合应用改善心功能，术后

２４ｈ 内，尤其不排除解剖梗阻时，通常不用有扩张肺

血管作用的药物，考虑可能会相对性的肺淤血，增加

肺渗出；维持一个相对快心率，同时限制入量，使其

左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通常 ２４ｈ 内循环能够稳定；
呼吸机辅助我们采取低潮气量（８ ～ １０ｍＬ ／ ｋｇ）、高频

率的参数设置（保证通气量），如有渗出及时增加呼

气末正压；术中应用超滤，减轻组织水肿，术后严格

限制入量尽量做到负平衡，同时保证营养的摄入及

胶体的补充。 对于尿量减少的（ ＜ １ｍＬ ／ ｋｇ，持续 ３ ～
４ｈ）患儿，在排除容量不足后，应积极行腹膜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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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１０］，经过观察我们发现如果患儿尿量 ＜ ０ ５ｍＬ ／
ｋｇ，钾离子高于正常上限再行腹膜透析多数肾功能

恢复困难，同时积极防止感染。
随访 ８１ 例患儿随访 ３ 个月至 ３ 年，患儿术后生

长发育较正常同龄儿无明显差别，预后效果满意。 １
例术后一年吻合口流速 １ ８ｍ ／ ｓ，三尖瓣少⁃中量反

流，心胸比 ０ ６；一例吻合口通畅，三尖瓣中量反流，
估测肺动脉压力 ６０ｍｍＨｇ，生长发育及活动能力未

受影响，定期复查。 考虑中远期仍有可能出现吻合

口梗阻及肺静脉狭窄等并发症，随访仍在进行中。
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小年龄、低体质量对术后

恢复影响不大，但早产儿需要小心。 ＴＡＰＶＣ 术前伴

梗阻、严重感染的患儿，围术期恢复相对较困难，中
远期吻合口梗阻及肺静脉狭窄仍是预后的主要危险

因素［４］。 “无内膜接触缝合技术”不仅应用于术后

吻合口梗阻患者［１１］，也有初次手术即应用此技术

的，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１２⁃１３］，但其并发症及远期

效果有待进一步随访。
总之，随着麻醉、体外循环技术、手术技巧以及

术后监护水平的提高，ＴＡＰＶＣ 矫治手术可明显改善

患儿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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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主动脉瓣叶瘤临床病理分析

商建峰　 贺晨宇　 陈 东　 方 微　 武 迎　 刘文旭　 崔亚艳　 滕 飞　 付 稳

　 　 ［摘要］ 　 目的： 探讨主动脉瓣叶瘤（ＡＶＡ）的临床病理特征，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方法：分析 １９
例 ＡＶＡ 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超声心动图及其他辅助检查，对其手术标本进行常规病理形态学观察。
结果：患者年龄 ２３ ～ ７４ 岁，男性 １２ 例，女性 ７ 例。 临床表现主要为心慌、胸闷、气短等心血管病症状，其
中 ６ 例有发热。 查体于主动脉瓣区闻及舒张期或 ／及收缩期杂音。 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主动脉瓣叶上

有赘生物或主动脉瓣叶脱垂，部分伴主动脉瓣叶穿孔。 辅助检查：５ 例白细胞计数增高，１０ 例 Ｃ⁃反应蛋

白增高，３ 例类风湿因子增高，２ 例抗链球菌溶血素“Ｏ”实验阳性，４ 例红细胞沉降率增高。 主动脉瓣为

三叶的 １７ 例，主动脉瓣二叶畸形的 ２ 例，１９ 例主动脉瓣叶瘤，６ 例位于左冠瓣叶，６ 例位于右冠瓣叶，１
例位于无冠瓣叶，６ 例位置不清。 大体检查见瓣叶瘤大小不等，呈不规则的囊袋状结构，瘤壁厚薄不一，
１０ 例顶端有穿孔，１３ 例内壁较光滑，６ 例内壁粗糙，３ 例有赘生物。 镜下瘤壁与瓣膜组织结构相同，伴玻

璃样变及黏液样变，９ 例伴炎症细胞浸润，部分病例见细菌菌落，弹力纤维紊乱，瘤顶部变薄；相应主动

脉瓣膜 ９ 例可见炎症细胞浸润。 结论： 主动脉瓣叶瘤是一种罕见的心脏瓣膜病变，考虑血流冲击病变

的瓣膜组织形成，感染性心内膜炎为常见病因之一。
［关键词］ 　 主动脉瓣叶瘤； 感染性心内膜炎； 病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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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脉瓣叶瘤（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ＶＡ），通
常称为主动脉瓣瘤，其病理本质是主动脉瓣叶的瘤

样膨出，为一类罕见心脏瓣膜病。 北京安贞医院病

理科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间，收检主动脉瓣

叶组织 ８ ８２０ 例，其中 １９ 例 ＡＶＡ。 为提高对该病的

认识和提供临床诊疗依据，探讨了其临床病理特征。

资料与方法

表 １　 １９ 例主动脉瓣叶瘤的临床情况

序号 性别 年龄 症状 专科检查 超声心动图 升主动脉 ＥＳＲ
ＷＢＣ
（Ｇ ／ Ｌ）

ＣＲＰ
（ｍｇ ／ Ｌ）

ＲＦ
（ＩＵ ／ ｍＬ）

ＡＳＯ
（ＩＵ ／ ｍＬ）

１ 男 ２４ 发热 — 赘生物，ＡＲ 增宽 １０ ８ ４６ ２１ ３↑ ２４ ４↑ ６４
２ 男 ４９ 胸闷 — 囊袋状，ＡＲ 增宽 ２ ５ ５７ ０ ７３ ６ ２ ５０

３ 男 ５８ 胸闷
心尖区 ＳＭ

主动脉瓣区 ＤＭ
囊袋状，ＡＲ — ３０↑ ６ ３５ １１ ８７↑ ２ ５ ８２

４ 女 ５８ 胸闷 心尖区 ＳＭ 赘生物 — 未测 １２ ７↑ ３５ ０３↑ 未测 未测

５ 男 ６０ 胸闷
心尖区 ＳＭ

主动脉区 ＤＭ
囊袋状 ＡＲ 增宽 １１ ８ ３３ ３ ４８ 未测 未测

６ 女 ４７ 胸闷
心尖区 ＳＭ

主动脉区 ＤＭ
囊袋状，ＡＲ — ２０ ６ ６ １ ０５ ８ ８ ５０

７ 男 ４３ 胸闷
心尖区 ＳＭ

主动脉区 ＤＭ
穿孔，ＡＲ — 未测 １３ ７７↑ 未测 未测 未测

８ 女 ４０ 发热 主动脉区 ＤＭ 赘生物 — ３９↑ ６ １５ ３４ １８↑ ２４↑ ４３７↑

９ 男 ５９ 胸闷
心尖区 ＳＭ

主动脉区 ＤＭ
ＡＲ 增宽 未测 ５ ９４ ０ ４５ 未测 未测

１０ 男 ５５ 胸闷、发热 — 赘生物 增宽 １２ １５ ０４↑ ２５ ９２↑ ４ ５ ３０
１１ 男 ４７ 胸闷、发热 主动脉区 ＤＭ ＡＲ — ６４↑ １０ ７８↑ ３５ ２７↑ ６ １ ４８
１２ 女 ３３ 发热 — ＡＲ — ６４↑ ５ ２４ ２９ ４８↑ 未测 未测

１３ 女 ２３ 胸闷 主动脉区 ＳＭ ＡＳ 增宽 未测 １０ ６６↑ ３７ ２４↑ 未测 未测

１４ 男 ６３ 胸闷 主动脉区 ＳＭ 及 ＤＭ ＡＲ 增宽 ９ ５ ８９ ２ ２３ ４ ３ １０
１５ 女 ６３ 胸闷 主动脉区 ＤＭ ＡＲ — ９ ４ ８８ ０ ５２ ６ ６ ２２４↑
１６ 男 ６４ 胸闷 主动脉区 ＤＭ ＡＲ — 未测 ５ ６５ １６ ２６↑ 未测 未测

１７ 女 ３１ 胸闷、发热
⁃

ＡＲ，ＡＳ — ６ ６ ９５ ５ ２９↑ ３８ １↑ ５０

１８ 男 ７４ 胸闷
心尖区 ＳＭ

主动脉区 ＤＭ
ＡＲ，ＡＳ 增宽 ２ ５ ５ １ ２ ２ １ ９

１９ 男 ４４ 体检 主动脉区 ＤＭ 囊袋状，ＡＲ，ＡＳ — １４ ８ １ ０ ６ ３ ６ １６

　 　 注：ＥＳＲ：红细胞沉降率，ＣＲＰ： Ｃ⁃反应蛋白，ＲＦ：类风湿因子， ＡＳＯ： 抗链球菌溶血素“Ｏ”实验

　 　 １． 临床资料：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病理

科共收检手术切除 ８ ８２０ 例主动脉瓣叶标本，其中

１９ 例有主动脉瓣叶上的局限性隆起，伴或不伴穿

孔，符合为主动脉瓣叶瘤病理形态， 占病例的

０ ２２％ ，患者年龄 ２３ ～ ７４ 岁，平均（４９ ２ ± １４ ２）岁，
男性患者 １２ 例，年龄 ２４ ～ ７４ 岁，平均（５３ ３ ± １２ ８）
岁，女性 ７ 例，年龄 ２３ ～ ６３ 岁，平均（４２ １ ± １４ ７）
岁。 １９ 例中 １５ 例具有心慌、胸闷、气短症状，６ 例有

发热。 查体 １３ 例于主动脉瓣区闻及舒张期或 ／及杂

音收缩期，其中 １１ 例于主动脉瓣区闻及舒张期杂

音，１ 例同时闻及收缩期杂音，另 ２ 例主动脉瓣区闻

及收缩期杂音。 超声心动图见主动脉瓣赘生物 ４

例，主动脉瓣脱垂 ５ 例，７ 例有主动脉瓣穿孔，主动

脉瓣反流 １５ 例，主动脉瓣狭窄 ４ 例。 既往病史：糖
尿病 ２ 例，高血压 ３ 例，动脉导管未闭 １ 例，室间隔

缺损 １ 例，白塞病 １ 例，主动脉窦瘤破裂 ２ 例。 辅助

检查：５ 例血常规白细胞计数增高，１０ 例患者 Ｃ⁃反
应蛋白增高，３ 例类风湿因子增高，２ 例抗链球菌溶

血素“Ｏ”实验阳性，４ 例红细胞沉降率增高。 手术

切除主动脉瓣组织，手中发现 ８ 例升主动脉增宽

（表 １）。 收检标本包括主动脉瓣叶瘤及主动脉瓣叶

组织，３ 例同时切除二尖瓣瓣组织，２ 例同时切除主

动脉壁组织，１ 例同时切除三尖瓣组织。
２． 病理检查：标本均用 ４％ 中性甲醛固定，常规

样品制作，石蜡包埋，ＨＥ 染色及包括弹力 ／ ＶＧ 染色

及 ＰＡＳ 等组织化学染色，光镜下观察瘤壁结构及其

相应瓣叶的病理形态改变。

结　 果

病理组织学检查：１９ 例中主动脉瓣三瓣 １７ 例，
４ 例主动脉瓣叶瘤位于左冠瓣，６ 例位于右冠瓣，１
例位于无冠瓣，６ 例位置不清（因为瘤体较小手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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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未能明辨，超声心动图亦未能明精确定位）；主
动脉瓣二叶化畸形 ２ 例，瘤体均位于左冠瓣。 大体

检查可见大小不等，形状呈不规则的囊袋状，瘤壁厚

薄不一，０ ０５ ～ ０ ２５ｃｍ，１０ 例顶端见穿孔，１３ 例内

壁较光滑，６ 例内壁粗糙，３ 例见赘生物，４ 例组织损

毁明显（图 １ ～ ３）。 镜下瘤壁与瓣叶组织结构相同，
伴玻璃样变及黏液样变，局灶内皮细胞被覆，９ 例伴

炎症细胞浸润，为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

润，部分有肉芽肿形成，３ 例见细菌菌落（图 ４），弹
力纤维排列紊乱，囊顶部变薄；主动脉瓣膜病理改变

可见玻璃样变及黏液样变，９ 例主动脉瓣叶瘤瘤体

所在瓣叶可见炎症反应，包括中性粒细胞及 ／或淋巴

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其余瓣叶 ７ 例伴炎症反应，２ 例

无炎症反应， ２ 例伴主动脉窦瘤破裂；部分病例伴

瓣膜穿孔，３ 例二尖瓣瓣膜组织 ２ 例可见与主动脉

瓣膜相同的炎症反应。 ２ 例主动脉壁未见明显炎症

细胞浸润，１ 例三尖瓣可见与主动脉瓣相同的炎症

反应（表 ２）。

图 １　 主动脉瓣叶瘤呈囊袋状结构，壁光滑　 图 ２　 主动脉瓣叶

瘤呈囊袋状结构（黑箭头），其余瓣膜可见穿孔（红箭头），镜下

瘤体及主动脉瓣叶黏液变性

图 ３　 主动脉瓣叶瘤呈囊袋状结构伴穿孔；图 ４　 主动脉瓣叶瘤

瘤壁炎症细胞浸润及细菌菌落（ ＨＥ × １００）

讨　 论

ＡＶＡ 是主动脉瓣瓣叶组织向心室一侧的袋状

突起，一般位于瓣叶中部，通过瓣叶上的破口与左心

室交通，舒张期因充盈而膨起，收缩期因排血而塌

陷。 该病罕见，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多为个例报

道。 男性多见，发病年龄 ３１ ～ ７１ 岁不等，临床症状

没有明显特异性，可以是胸闷等心脏症状，亦可以是

呼吸道症状，亦或发热症状，甚至是关节炎表现，主
动脉瓣叶瘤可位于任一主动脉瓣叶，文献报道右冠

瓣略多，无冠瓣其次，左冠瓣较少，部分可为主动脉

瓣二瓣畸形［１⁃１７］。 在我院收检的 ８ ８２０ 例主动脉瓣

　 　 　 表 ２　 主动脉瓣叶瘤的病理分析

序号 瓣叶情况 部位 破口（ｍｍ） 　 囊壁结构

１ 二瓣 左冠瓣 １０ × ３ 黏液样变及玻璃样变赘生物，
淋巴细胞 ／ 浆细胞

２ 三瓣 左冠瓣 无 玻璃样变，钙化

３ 三瓣 无冠瓣 １ 黏液样变及玻璃样变

４ 三瓣 左冠瓣 ４ × ３ 黏液样变及玻璃样变中性粒

细胞，淋巴细胞 ／ 浆细胞，菌落
５ 三瓣 右冠瓣 无 黏液样变及玻璃样变

６ 三瓣 右冠瓣 １０ × ６ 黏液样变及玻璃样变

７ 三瓣 右冠瓣 ２ 黏液样变淋巴细胞 ／ 浆细胞及

中性粒细胞，菌落
８ 三瓣 左冠瓣 ６ × ５ 黏液样变、玻璃样变及钙化中

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 ／ 浆细胞
９ 三瓣 不清 无 玻璃样变及黏液样变

１０ 三瓣 右冠瓣 ４ × ３ 玻璃样变，钙化赘生物，中性

粒细胞，淋巴细胞 ／ 浆细胞
１１ 二瓣 左冠瓣 无 黏液样变肉芽肿，中性粒细胞

１２ 三瓣 不清 ５ × ６ 黏液样变赘生物，中性粒细

胞，淋巴细胞 ／ 浆细胞，菌落
１３ 三瓣 右冠瓣 无 黏液样变赘生物，中性粒细

胞，淋巴细胞 ／ 浆细胞
１４ 三瓣 不清 无 玻璃样变及黏液样变

１５ 三瓣 不清 无 玻璃样变及钙化

１６ 三瓣 不清 无 玻璃样变及钙化

１７ 三瓣 左冠瓣 ５ × ４ 黏液样变中性粒细胞，淋巴细

胞 ／ 浆细胞
１８ 三瓣 不清 无 玻璃样变及黏液样变

１９ 三瓣 右冠瓣 ２ 玻璃样变及黏液样变

标本中，检出 １９ 例主动脉瓣叶瘤，占 ０ ２２％ ，且多

为男性，与文献报道一致，年龄范围更广，从 ２３ 岁至

７３ 岁不等，症状主要是胸闷等心脏症状，部分亦为

发热表现，瘤体位于主动脉瓣左、右冠瓣者居多，无
冠瓣很少，与文献报道不一致。 主动脉瓣二瓣化畸

形 ２ 例，此外还发现动脉导管未闭 １ 例，室间隔缺损

１ 例。
ＡＶＡ 病因多样，形成机制不明，推测其可能是

主动脉瓣组织退变，组织强度下降，在主动脉血流冲

击作用下，逐渐向左心室凸出，形成 ＡＶＡ。 任何引

起上述变化的心脏病变均有可能形成 ＡＶＡ，其中最

常见的是感染性心内膜炎尤其是主动脉瓣心内膜

炎［１⁃１１］，动脉炎亦可累及瓣膜引起主动脉瓣炎［２］。
主动脉瓣感染后瓣叶破坏，组织强度下降，主动脉血

流冲击下，瓣叶组织逐渐向左心室一侧凸出，逐渐增

大呈囊袋状，并常常出现顶部穿孔，瓣膜可见赘生

物［１］。 其他一些疾病，如风湿性病变或其他引起结

缔组织退变的疾病、结缔组织病变，如主动脉瓣脱

垂、动脉炎、先天性瓣膜缺陷等，均可能使主动脉瓣

组织强度下降，在主动脉血液的压力下瓣叶组织逐

渐向左心室一侧凸出形成 ＡＶＡ，这类情况下瓣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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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结节或赘生物出现［１２］；或者先天性心脏病

变如主动脉瓣下狭窄等致舒张期血流对瓣膜冲击过

大［１３⁃１４］；当然亦有部分查不到明确原因［３，１５］。 本组

病例中，部分病例具发热病史，ＥＳＲ 升高，ＷＢＣ 升

高，ＣＰＲ 升高，ＡＳＯ 升高，主动脉瓣叶及瘤体可见不

同程度急性及慢性炎症细胞浸润，部分尚可见细菌

菌落，均表明炎症在主动脉瓣叶瘤破裂、穿孔起重要

作用；还可伴主动脉窦瘤破裂，考虑破裂感染导致主

动脉瓣叶炎症反应，从而引起主动脉瓣叶瘤；这些病

例形成的主动脉瓣叶瘤一般瘤体较大，并常在瘤体

顶端形成破口；部分病例 ＲＦ 增高，或伴长期糖尿

病 ／高血压，镜下示主动脉瓣玻璃样变及黏液样变，
还有部分病例因主动脉瘤及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手

术，瓣叶菲薄，镜下示黏液变性，说明瓣膜组织的变

性以及舒张期血流增加冲击亦可能是导致该病的原

因之一，这类病变引起的主动脉瓣叶瘤一般瘤体较

小，瘤体顶端很少有破口，超声心动图检查易漏诊，
临床常因主动脉瘤、主动脉关闭不全等手术时发现

病变。
超声影像学对 ＡＶＡ 的术前诊断中具有重要作

用，表现为主动脉瓣瓣叶向左心室的局部袋状凸起，
舒张期膨起，收缩期塌陷。 鉴别诊断主要考虑主动

脉瓣血性囊肿或其他的瓣膜退行性变。 血性囊肿为

瓣膜上的囊性病变，内有血液，囊壁为纤维结缔组

织，内壁可衬内皮细胞。 有时由于瓣膜退行性改变，
在血流的冲击下，瓣膜形成向左心室侧的隆起，为整

个瓣叶呈弧形凸起，与主动脉瓣瘤的局限性隆起不

同。 部分 ＡＶＡ 亦可能表现为主动脉瓣的赘生物，或
者为主动脉瓣脱垂表现。 较小的主动脉瓣叶瘤，超
声心动图不易发现，临床往往可不必立即手术处理。
单纯的 ＡＶＡ，如果瘤体未破裂，患者心功能良好，可
行动态观察。 我们的 １９ 例有 ６ 例因瘤体较小，超声

心动图未能作出诊断。 瘤体较大时可致主动脉瓣关

闭不全或狭窄，舒张期主动脉内血流大量反流入左

心室，使左心室舒张末期容量增加，随血流量增大，
出现与心搏量增大有关的症状如胸闷等主动脉瓣关

闭不全征象。 ７ 例瘤体较大，并伴瓣叶脱垂，２ 例瓣

叶破损，结构破坏，１１ 例于主动脉瓣区闻及舒张期

杂音，其中 １ 例还闻及收缩期杂音，另 ２ 例主动脉瓣

区闻及收缩期杂音。 当伴发感染性心内膜炎时出现

发热等症状，急性者可有寒战高热及心力衰竭表现。
感染性心内膜炎引起的主动脉瓣叶瘤有时还可引起

其他瓣膜病变如二尖瓣而加重病情［４］。 在我们的

病例中，６ 例有发热，其中 ２ 例同时伴二尖瓣瘤。 一

旦 ＡＶＡ 破裂后出现急性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导致血

流动力学恶化，需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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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板蓝根水提取物对放射性肺炎小鼠
模型治疗作用的研究

颜宝红　 常 育

　 　 ［摘要］ 　 目的：探讨板蓝根水提取物对放射性肺炎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 方法：ＳＰＦ 级 Ｃ５７ＢＬ ／ ６
雌鼠 ６０ 只，随机分为治疗组、空白组及模型组，每组各 ２０ 只。 每天给予小鼠 ３ Ｇｙ 胸部照射，照射后 ４ ｈ
灌胃给药，其中治疗组灌胃给予板蓝根水提取物，给药剂量为 ４１０ ｍｇ ／ ｋｇ；空白组及模型组则仅给予等量

０． ９％氯化钠液。 实验 ３０ ｄ 后处死小鼠，取其肺平均分为 ４ 份，分别行苏木精⁃伊红（ＨＥ）染色观察其病

理变化、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观察其胶原沉淀情况、免疫组化检测转化生长因子 β１（ＴＧＦ⁃β１）的表达量，制作肺

组织匀浆检测其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及丙二醛（ＭＤＡ）的含量。
结果：ＨＥ 及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结果显示，空白组无肺泡炎改变和胶原沉积；治疗组小鼠出现轻度的肺泡炎改

变和胶原沉积；模型组则多为中级以上肺泡炎和胶原沉积，模型组小鼠 ＨＥ 及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评分均明显高

于空白组及治疗组。 治疗组 ＧＳＨ⁃ＰＸ，ＳＯＤ 及 ＭＤＡ 含量分别为（１２０ １ ± １２ ２）Ｕ，（１０９ ３ ± １１ １）Ｕ ／ ｍｇ
及（０ ６７ ± ０ ２８）ｎｍｏｌ ／ ｍｇ，均明显优于模型组小鼠。 结论：板蓝根水提取物对放射性肺炎小鼠具有较好

的治疗作用，值得开展深入研究。
［关键词］ 　 板蓝根；水提取物；放射性肺炎；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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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治疗是食管癌等胸部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

方法之一，放射性肺炎是胸部放疗中最常见的一种

并发症，亦是肿瘤患者常见的医源性疾病，不及时治

３３８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０



疗可导致放射性肺纤维化，最终造成患者死亡［１⁃２］。
对于该疾病的治疗，西医以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等药

物为主，但其治疗效果往往不甚理想，且易诱发其它

不良反应，因此，寻找有效防治放射性肺炎的方法，
成为临床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３⁃４］。 有报道显示，
当归、麦冬等中药对于放射性肺炎的具有较好的治

疗效果［５］。 板蓝根为十字花科植物菘蓝的干燥根

茎，是呼吸系统疾病治疗中常用的一种中药［６］，尽
管临床对于该药物的研究与应用均较为广泛，但对

于其用于放射性肺炎的研究却较少。 为此，本课题

组观察了板蓝根对于放射性肺炎小鼠模型的治疗作

用，为其临床推广提供一定的实验与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实验材料与仪器 　 ＳＰＦ 级，Ｃ５７ＢＬ ／ ６ 雌鼠，
６０ 只，８ 周龄，平均体质量为（２１ ３ ± ２ １） ｇ，由陕西

省疾病控制中心提供，饲养于西安交通大学 ＳＰＦ 级

小鼠饲养室，动物合格证编号： ＳＣＸＫ （陕） ２０１４⁃
０９０１）。 实验前先适应性饲养 ７ ｄ，饮水及饲料均无

限制，饲养条件为室温，自然光照。 本次小鼠实验操

作流程均严格遵循《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颁发）。
ＴＨ４⁃２００ 型显微镜（美国 ＯＬＹＭＰＵＳ 公司），ＴＢ⁃

７１８ 型生物组织包埋机（湖北泰维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ＨＭ３２５ 型石蜡切片机 （德国 Ｍｉｃｒｏｍ 公司），
ＧＷＧＰ８０ 型远距离治疗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
２ 实验试剂及药品 　 ＨＥ 染色、免疫组化及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所用抗体及试剂盒均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

司，批号分别为 ＳＰ９００１、ＳＰ２０３２ 及 ＳＰ０９０２１；ＴＲＩｚｏｌ
Ｒｅａｇｅｎｔ 及 ＴＧＦ⁃β１ 试剂盒购自德国摩多默克实验

试剂有限公司，批号：９６０２６３３；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 超氧化物歧 化 酶 （ ＳＯＤ） 及 丙 二 醛

（ＭＤＡ）检测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 批 号 分 别 为 ２０１４０９０２２１， ２０１３１２０９０３ 及

２０１４０１０９２１。 板蓝根水提取物冻干粉末，购自广州

白云山制药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３），根据该

公司工艺检测结果，本批次板蓝根水提取物冻干粉

末每克相当于 １１ ｇ 板蓝根生药。
３ 分组方法　 将上述小鼠随机平均分为三组：

空白组、模型组及治疗组，各组小鼠均在同一条件下

饲养。
４． 小鼠的给药剂量　 根据文献中公式［８］：小鼠

剂量（ｍｇ ／ ｋｇ） ＝ 成人剂量（ｍｇ ／ ｋｇ） × １２ ３，成人体

质量按 ６０ ｋｇ 计；根据文献中报道［９］，板蓝根水提取

物的一般人体剂量为：２ ｇ ／ ６０ｋｇ ＝ ０ ０３３ ｇ ／ ｋｇ，换算

每只小鼠（按 ２０ｇ 标准体质量计）每天用量：０ ０３３
× １２ ３ ＝ ４１０ ｍｇ ／ ｋｇ。

５． 照射方法 　 实验开始后对各组小鼠进行照

射，分别以 １０％ 水合氯醛麻醉各组小鼠，空白组麻

醉后不进行放射；模型组及治疗组小鼠麻醉后，取仰

卧位，将小鼠四肢固定在治疗床上，屏蔽头部和腹

部，充分曝露其胸部并调整照射机对小鼠胸部进行

照射，照射视野为 ３ ０ ｃｍ × １ ８ ｃｍ，于小鼠前肢两

腋窝的中点连线，下至与剑突水平位置。 放射参数

设置为 ３６ ＭＶ 光子，小鼠全肺单次的照射剂量为 １８
Ｇｙ，每天照射 １ 次。

６． 治疗方法　 各组小鼠在每次照射后 ４ ｈ 开始

给药，其中治疗组小鼠灌胃给予板蓝根水提取物，给
药剂量为 ４１０ ｍｇ ／ ｋｇ，１ 次 ／ ｄ；空白组及模型组小鼠

则仅灌胃给予等量 ０． ９％ 氯化钠液，各组均连续灌

胃 ３０ ｄ。
７． 小鼠肺标本处理方法　 连续灌胃及照射 ３０ ｄ

后，利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各组小鼠，打开胸腔取小鼠

双侧肺，分别将左侧肺和右侧肺平均分为 ２ 份，均用

４％多聚甲醛溶液将其固定，保存于 － ８０℃ 冰箱中

备用。
８． 小鼠组织病理检查方法　 取 ５ 中左侧肺一部

分利用常规苏木精⁃伊红（ｈｅｍａｔｏｘｙｌｉｎａｎｄ ｅｏｓｉｎ，ＨＥ）
对其染色，并在光镜下观察各组小鼠肺部病理组织

结构。 取 ５ 中另一部分左侧肺，利用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观

测其胶原含量。
采用 Ｓｚａｐｉｅｌ 等的半定量方法［１０］，并根据 ＨＥ 染

色情况，将各组小鼠肺泡炎情况分为 ４ 个等级：１
级，记为 １ 分，即无肺泡炎出现；２ 级，记为 ２ 分，即
轻度肺泡炎，主要表现为肺泡间隔变宽，炎症细胞出

现浸润，且肺泡炎面积小于全视野的 ２０％ ；３ 级，记
为 ３ 分，即中度肺泡炎，肺泡炎的总面积占全视野面

积的 ２０％ ～５０％ ；４ 级，记为 ４ 分，即重度肺泡炎，肺
泡炎呈弥散性，且面积占全视野面积的 ５１％ 以上。
根据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的情况，将肺部胶原沉积分为 ４ 个

等级：１ 级，记为 １ 分，即肺部无胶原沉积；２ 级，记为

２ 分，即轻度胶原沉积，且胶原沉积面积小于全视野

面积 ２０％ ；３ 级，记为 ３ 分，即中度胶原沉积，肺泡结

构紊乱，且胶原沉积面积为全视野面积的 ２１％ ～
５０％ ；４ 级，记为 ４ 分，即重度胶原沉积，肺实质结构

紊乱，肺泡融合，且胶原沉积面积占全视野面积的

５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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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免疫组化方法　 取 ５ 中右侧肺一部分制做切

片，在二甲苯中进行脱蜡处理，并在梯度乙醇溶液中

再水化，上述操作完成后，将切片置于枸橼酸盐中进

行抗原修复（反应温度 ９６ ℃；反应时间 １ ｈ）；将上

述处理后的切片封闭 １５ ｍｉｎ，加入稀释比为 １∶ ２０ 的

兔抗小鼠 ＴＧＦ⁃β１，在 ４ ℃条件下过夜，在 ３７ ℃的条

件下用 Ｈ２Ｏ２ 对内源性过氧化物酶进行灭活处理。
处理后以相同温度下加入二抗，３０ ｍｉｎ 后另添加辣

根酶标记的链霉卵白素工作液孵育 ３０ ｍｉｎ，在显微

镜下控制二氨基联苯胺及苏木精染色后，进行脱水

并封片，，根据试剂盒中方法，并利用免疫组化法检

测 ＴＧＦ⁃β１ 蛋白相对表达量，并根据该表达量对其

进行半定量评分。
免疫组化中半定量评分方法：０ 分，即与背景色

一致，无着色，且阳性细胞比例 ＜ ５％ ；１ 分，即略高

于背景色，呈浅黄色，且阳性细胞率 ＜ １０％ ；２ 分，即
明显高于背景色，呈现棕黄色，且阳性细胞率为

１０％ ～ ５０％ ；３ 分，即呈现棕褐色，且阳性细胞率为

５０％ ～７５％ ；４ 分，即阳性细胞率为 ＞ ７５％ 。
１０． 小鼠肺部氧化应激相关指标的检测 　 取 ５

中右侧肺部另一部分，利用玻璃匀浆器制备匀浆液，
利用化学比色法对匀浆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含量进行检测，分别利用黄嘌呤氧化酶

法和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对各组小鼠肺部匀浆中超

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及丙二醛（ＭＤＡ）的含量进行

检测。
１１．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统计学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各组小鼠 ＨＥ 染色情况比较 　 ＨＥ 染色结果

显示，空白组无肺泡炎改变，炎性细胞浸润及肺泡间

隔增厚等出现；治疗组及模型组小鼠则出现不同程

度的肺泡炎改变，炎性细胞浸润及肺泡间隔增厚，其
中治疗组多为轻度肺泡炎，而模型组则多为中级以

上肺泡炎。 模型组小鼠肺部 ＨＥ 染色评分明显高于

空白组及治疗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图 １，表 １）。

２ 各组小鼠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情况比较　 Ｍａｓｓｏｎ 染

色结果显示，空白组小鼠中未观察到有胶原沉积，而
治疗组及模型组小鼠则均有不同程度的胶原沉积，
但治疗组多为轻度胶原沉积，而模型组则多为中度

及重度胶原沉积。 模型组小鼠肺部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评

分明显高于空白组及治疗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图 ２，表 ２）。

图 １　 各组小鼠实验 ３０ｄ 后 ＨＥ 染色图（ × ４００）

表 １　 各组小鼠肺部 ＨＥ 染色评分结果（ｘ ± ｓ）
组别 ＨＥ 染色评分

空白组（ｎ ＝ ２０） １ ０ ± ０ ０
治疗组（ｎ ＝ ２０） １ ２ ± ０ ２
模型组（ｎ ＝ ２０） ２ １ ± ０ ５ａｂ

　 　 注：模型组与空白组相比较， ａＰ ＝ ０ ００１；模型组与治疗组相比

较， ｂＰ ＝ ０ ００１

图 ２　 各组小鼠实验 ３０ｄ 后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图（ × ４００）

表 ２　 各组小鼠肺部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评分结果（ｘ ± ｓ）
组别 Ｍａｓｓｏｎ 评分

空白组（ｎ ＝ ２０） １ ０ ± ０ ０
治疗组（ｎ ＝ ２０） １ ２ ± ０ ２
模型组（ｎ ＝ ２０） ２ ８ ± ０ ６ａｂ

　 　 注：模型组与空白组相比较，， ａＰ ＝ ０ ００１；模型组与治疗组相比

较， ｂＰ ＝ ０ ００１

　 　 ３． 各组小鼠免疫组化情况比较　 免疫组化结果

显示，空白组小鼠肺实质中少量肺泡巨噬细胞呈现

阳性表达，支气管上皮则出现不均一表达，肌层及血

管内皮均呈阴性。 治疗组及模型组小鼠则出现不同

程度的Ⅱ型肺泡细胞及肺泡巨噬细胞阳性表达。 模

型组小鼠免疫组化评分明显高于空白组及治疗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图 ３，表 ３）。

图 ３　 各组小鼠实验 ３０ｄ 后免疫组化图（ × ４００）

４． 各组小鼠肺部匀浆氧化应激相关指标检测结

果　 模型组小鼠肺部匀浆中 ＧＳＨ⁃ＰＸ 及 ＳＯＤ 均明

显低于空白组及治疗组，而 ＭＤＡ 含量则明显高于

空白组及治疗组，模型组上述指标分别与其余组相

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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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组小鼠肺部免疫组化评分结果（ｘ ± ｓ）
组别 免疫组化评分

空白组（ｎ ＝ ２０） ０ ７ ± ０ １
治疗组（ｎ ＝ ２０） ０ ８ ± ０ １
模型组（ｎ ＝ ２０） １ ８ ± ０ ５ａｂ

　 　 注：模型组与空白组相比较， ａＰ ＝ ０ ０１２；模型组与治疗组相比

较， ｂＰ ＝ ０ ０１８

表 ４　 各组小鼠肺部匀浆氧化应激相关指标检测结果（ｘ ± ｓ）

组别 ＧＳＨ⁃ＰＸ ／ Ｕ
ＳＯＤ ／

（Ｕ ／ ｍｇ）
ＭＤＡ ／

（ｎｍｏｌ ／ ｍｇ）
空白组（ｎ ＝ ６） １２７ ２ ± １３ ７ １１２ １ ± １１ ３ ０ ６２ ± ０ ２３
治疗组（ｎ ＝ ６） １２０ １ ± １２ ２ １０９ ３ ± １１ １ ０ ６７ ± ０ ２８
模型组（ｎ ＝ ６） ９２ １ ± ７ ９ ７５ １７ ± ７ ２ １ ５３ ± ０ ８９

Ｑ 值 ７ ２２３ａ ９ ２４０ａ ９ ３１３ａ

７ １４１ｂ ９ １１０ｂ ９ ２１９ｂ

　 　 注：空白组和模型组相比较，ａＰ ＜ ０ ０１；治疗组和模型组比较，ｂ

Ｐ ＜ ０ ０５

讨　 论

由于成本低和方便快捷等原因，小鼠模型目前

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动物实验，而不同品系的小鼠对

胸部照射的敏感度均不相同，其肺纤维化的程度亦

不同［１１］。 有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由 于 胸 部 照 射 后

Ｃ５７ＢＬ ／ ６ 小鼠纤连蛋白及层粘连蛋白出现高表达，
因此较其他类型小鼠更易于发生肺纤维化，而其实

验过程中耐受性较好，病死率较低，故本研究采用

Ｃ５７ＢＬ ／ ６ 小鼠来建立放射性肺损伤动物模型［１２］。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３］分别采用 ３，９，１８ 及 ２７ Ｇｙ 等照射剂量

对 Ｃ５７ＢＬ ／ ６ 小鼠进行全肺单次照射来建立放射性

肺炎小鼠模型，其结果显示，在照射剂量为 ３ Ｇｙ 且

连续照射 ３０ｄ 时，小鼠生存状态稳定，成模速度较快

且造模情况较好，故笔者选取 ３ Ｇｙ 作为照射剂量。
在本研究中，模型组为仅给予放射而不给药，仅给予

０． ９％氯化钠液；空白组则不予放射，但给予 ０． ９％
氯化钠液，模型组与空白组小鼠可分别成功的反映

出放射性肺炎发病状态及健康状态，对动物实验的

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放射性肺炎病情的发展，其可逐渐发展为

肺纤维化，而肺纤维化发生后很难逆转，因此，在对

放射性肺炎的治疗效果评价中，不仅需通过 ＨＥ 染

色及免疫组化判断其炎症发生情况，还需要采用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的纤维化进行观

察［１４］。 ＴＧＦ⁃β１ 是导致放射性肺纤维化的关键蛋

白，其主要作用于胶原的转录过程，可加速肺纤维化

的发生，同时还能趋化单核巨噬细胞和炎性细胞，诱
导其合成释放 ＩＬ⁃６（白介素⁃６）等细胞因子，扩大其

生物效应，更进一步加速肺纤维化，故本研究还利用

免疫组化法对其表达进行初步检测［１５］。 在本研究

中，模型组小鼠 ＨＥ 染色评分、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评分及免

疫组化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组与空白组，提示板蓝

根治疗后不仅能够明显缓解由于放射所导致的肺泡

炎，还能够减少胶原沉积，对预防照射造成的肺纤维

化具有重要作用。 放射性肺炎的病理发展过程中，
射线直接照射于正常肺组织，可造成活性氧自由基

的大量产生，引起脂质过氧化及 ＤＮＡ 损伤，从而启

动一系列炎性反应及细胞凋亡等基因活化的级联效

应，最终进一步导致组织的损伤［１６］。 因此，测定照

射后小鼠肺组织的 ＳＯＤ，ＭＤＡ 及 ＧＳＨ⁃ＰＸ 含量，能
够反映其体内的脂质过氧化程度，亦可有效反映药

物对照射后小鼠肺组织细胞的保护作用。 本研究结

果表明，板蓝根能够明显降低放射性肺炎小鼠肺中

ＭＤＡ 含量，增加其中 ＳＯＤ 及 ＧＳＨ⁃ＰＸ 含量，对小鼠

肺组织中氧化应激水平具有较好的调节作用。
板蓝根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及利咽的功效，主

要应用于流行性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同时

亦广泛运用于乙肝等其他疾病的抗病毒治疗［１７］。
其主要成分为蒽醌类、黑芥子甙、γ⁃氨基丁酸及靛玉

红等，具有较好的抗菌抗病毒及提高免疫功能等药

理活性［１８］。 现代药学研究证实，板蓝根中蒽醌类化

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应激活性，能够有效改善氧

化应激紊乱小鼠血清中 ＳＯＤ 及 ＭＤＡ 含量［１９］；而板

蓝根水提取物中重要活性成分靛玉红等化合物能够

对肺损伤家兔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其主要机制仍

与抗氧化应激密切相关［２０］。 由此可见，板蓝根对于

放射性肺炎小鼠的治疗作用明显，其机制可能与其

抗氧化应激作用有关，本课题中检测结果亦对上述

结果进行了一定的验证，但仍尚需深入探讨。 此外，
本研究结果可能对于放射性肺炎的临床治疗具有一

定的理论依据，但推广于临床使用仍需要进行大量

深入的研究。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但由于参

考文献匮乏等原因，在实验过程中仍旧存在部分问

题。 首先，本研究仅采用了单一剂量进行治疗，而未

对多剂量及其量效关系展开研究，后续还应该予以

补充；其次，尽管本研究对实验结果的主要机制做出

了一定的探讨，但未对其具体的机制及其药效成分

进行探讨；最后，本研究仅通过免疫组化评分对

ＴＧＦ⁃β１ 表达进行初步检测，而未利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等检测手段对其表达量进行探讨，后续还应完善该

检测。 综上所述，板蓝根对放射性肺炎小鼠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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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治疗作用，值得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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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左冠状动脉瘤手术治疗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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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２１ 岁，主因“发现心影

增大 １ 年”入院。 入院查体：心前区无隆起，心尖

搏动无弥散，心前区未触及震颤，心率 ７９ 次 ／ ｍｉｎ，
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 胸 Ｘ 线

片（图 １）示：心影不大，左心耳局限性彭隆。 超声

心动图（图 ２）示：①左冠状动脉假性动脉瘤（主动

脉左前上部位可见一无回声区，大小约 ７６ｍｍ ×
５４ｍｍ，包膜完整，与左冠状动脉起始部相通，其内

可见血流自显影，彩色血流可见左冠状动脉向无

回声区连续分流）；②左心室扩大；③左心室收缩

功能正常。
入院后完善检查，明确诊断为 “左冠状动脉

瘤”，该患者巨大左冠状动脉瘤诊断明确，瘤体对左

冠状动脉窃血严重，巨大瘤体对心脏已造成压迫，且
随时有破裂风险，经讨论患者手术指征明确，决定完

善术前准备，排除手术禁忌，行“左冠状动脉瘤切

除、冠状动脉重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手术在

全麻、低温、体外循环下进行，全麻后常规建立体外

循环，术中探查所见患者左冠状动脉扩张明显，呈瘤

样改变，最宽处直径约 ４ｃｍ × ６ｃｍ 大小。 主动脉根

部阻断，灌注心脏保护液，横行切开主动脉，左右灌

注停跳液。 待心脏停跳良好，沿瘤体纵行切开，查看

为冠状动脉真性动脉瘤，瘤体内未见血栓及其它组

织，探查瘤体近心端有左冠状动脉主干开口，远心端

分别可探及前降支、回旋支、对角支开口，取部分瘤

体组织行病理检查。 取大隐静脉于左主干端端吻

合，回旋支与该静脉端侧吻合，对角支与大隐静脉端

端吻合，同时行 ＬＩＭＡ⁃ＬＡＤ 冠状动脉搭桥术，重建左

冠状动脉，修整瘤体边缘，锁边缝合。 查无漏血，缝
合主动脉切口， 充分排气，开放循环，心室颤动心

律，给予 ２０Ｊ 心内除颤后心律转为窦性，此后心率、
血压稳定，严密止血，放置引流，常规止血关胸。 患

者术后恢复良好，术后 １ 周复查胸 Ｘ 线片、超声心

动图结果未见明显异常（图 ３ ～ ４）。 术中冠状动脉

瘤样组织病理结果（图 ５）示：符合真性动脉瘤，囊壁

为动脉管壁组织，可见内膜、中膜、外膜三层组织，管
壁厚薄程度不一，中膜外层纤维组织增生，透明变

性，散在片状黏液变性，部分外膜纤维组织增生。
讨论 　 冠状动脉瘤又称冠状动脉瘤样扩张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ＣＡＡ），是指冠状动脉局部

或弥散性扩张，直径超过了相邻正常冠状动脉的 １．
５ ～ ２ 倍，该病为罕见心脏病，最早于 １７６１ 年尸检发

现，至 今 已 超 过 ２００ 年， 其 发 病 率 为 ０ ３％ ～
４ ９％ ［１⁃２］。 主要病因是由各种原因累及冠状动脉中

膜后引起肌一弹力纤维成分破坏，在血管内压力的

作用下薄弱的管壁 向外膨出而形成冠状动脉扩

张［３］。 目前认为冠状动脉瘤的发生机制主要有：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机械损伤、夹层、炎性超敏反应、基
质金属蛋白酶、转换生长因子—β 等［４］，其中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是引起该病最常见的病因。 此外，川崎

病（ＫＤ）也会侵犯中小血管，以冠状动脉多见（包括

冠状动脉扩张、冠状动脉瘤、冠状动脉狭窄或闭塞及

血栓形成等），其中以冠状动脉瘤预后最差。 对于

发热 ＞ ５ｄ 合并以下症状时应高度考虑川崎病：①双

侧眼球结膜充血；②口唇或口腔改变（口唇红、杨梅

舌及眼部黏膜充血等）；③多形性皮疹；④颈部淋巴

结肿大；⑤四肢末梢急性期出现硬性水肿、红斑等。
冠状动脉瘤既可局限分布于单支血管，也可弥散分

布于多支血管，呈多支冠状动脉扩张瘤样改变，理论

上冠状动脉的任何部位都可发生，但临床以单支血

管瘤样扩张多见，多支血管瘤样扩张的比例较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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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术前胸部正位片；图 ２：术前超声心动图；图 ３：术后胸部正位片；图 ４：术后超声心动图；图 ５：术中取冠状动脉瘤样组织病理涂片

中发生于右冠状动脉的冠状动脉瘤最为常见，前降

支和回旋支的比例居中，左主干发生率最低［５］。 在

形态外观上冠状动脉瘤可表现为纺锤形或囊状，在
反复狭窄后扩张时则表现为特殊的“串珠样”。 冠

状动脉瘤的临床表现与冠心病十分相似，可表现为

无症状、稳定型心绞痛、不稳定型心绞痛、心力衰竭

或猝死等，巨大的冠状动脉瘤还可对周围组织产生

压迫出现相应的症状。 超声心动图、ＣＴ、磁共振均

可对冠状动脉瘤作出相应诊断，但是冠状动脉造影

可明确且直观地显示出瘤体的形态、部位及扩张程

度，还可以判断瘤体内的异常血流，它是目前诊断冠

状动脉瘤的金标准。
冠状动脉瘤的治疗主要有：①药物治疗：由于冠

状动脉瘤体内血流异常，须用抗血小板药和抗凝血

药预防血栓形成；②介入治疗：对于狭窄后扩张的冠

状动脉瘤，在狭窄处置入支架，减小狭窄处的血流速

度，减轻了对血管壁的压力刺激，部分患者的瘤体会

立即减小退缩，同时在扩张的瘤体内置入带膜支架，
也被证明可减少心血管危险事件的发生；③外科手

术适用于有破裂危险或对心脏产生压迫症状的冠状

动脉瘤，尤其是巨大的冠状动脉瘤即使没有临床症

状，由于巨大的瘤体有进一步扩张或破裂的风险，因
此应尽可能早期行手术治疗。 对于瘤体内有巨大血

栓并引起冠状动脉阻塞时，手术切开取栓是最有效

的治疗方法［６］。 手术方法主要包括纤维化内膜及

血栓栓塞剥离、部分冠状动脉瘤体切除、冠状动脉成

形、冠状动脉瘤旷置并同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对于瘤壁坚韧、内膜纤维化甚至钙化，血栓栓塞者可

行内膜剥脱，切除部分可行冠状动脉成形；对于年轻

的、冠状动脉血管壁质量较好的患者可保留原有扩

张的冠状动脉，行血管成形术；对年龄大、血管壁质

量欠佳者可直接切除扩张的冠状动脉同期行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术。 术中若伴远侧局限性冠状动脉狭

窄、血管内膜正常者可经上述方法处理冠状动脉瘤

后同期置入支架解除狭窄［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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氙气对神经系统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田 蕾　 卢家凯　 程卫平

　 　 ［关键词］ 　 氙气；缺血再灌注损伤；神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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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氙气被认为是一种性能稳定的麻醉气体［１］ ，具有诱导迅

速、血流动力学稳定及苏醒快等优点［２⁃４］ 。 根据一些动物实

验的结果显示，氙气还具有显著的器官保护作用，尤其体现

在对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５］ 。 神经系统损伤是心血

管手术后主要并发症之一［６］ ，因此氙气对神经系统缺血再灌

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值得关注。
１． 氙气对神经系统缺血再灌注的保护作用机制　 尽管

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研究，但氙气的神经保护作用机制尚未十

分明确，被认为可能与以下几个机制有关。
（１）调控 ＮＭＤＡ［７］和 ＡＭＰＡ［８］受体： Ｎ⁃甲基⁃Ｄ⁃天门冬氨

酸（ＮＭＤＡ）亚型谷氨酸受体在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发挥重

要的生理作用，其过度激活可致神经细胞兴奋性毒性损伤，
这在急性神经损伤和慢性退行性神经病变中都有体现。
ＮＭＤＡ 受体的激活可以导致细胞内 Ｃａ２ ＋ 超载进而激发生化

级联反应引起神经细胞凋亡［７］ 。 氙气的神经保护作用机制

被认为与抑制 ＮＭＤＡ 受体及减少血浆中的 ＩＬ⁃１β（致炎细胞

因子）和活性依赖的神经保护肽（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的激活相关［９］ 。

α⁃氨基⁃３⁃羟基⁃５⁃甲基⁃４⁃异恶唑丙酸（ＡＭＰＡ）受体是离

子型谷氨酸受体的一种亚型，在中枢神经系统介导大多数快

速兴奋性神经传递。 用细胞转染的方式将 “非去敏感化

（ｎｏｎ⁃ｄ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ｉｎｇ）”的变异型 ＡＭＰＡ 受体与野生型 ＡＭＰＡ 受

体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氙气对 ＡＭＰＡ 受体的抑制作用可能

是通过多种分子机制使其去敏感化［１０］ 。
（２） 缓解神经细胞坏死和凋亡［１１⁃１３］ ：通过对小鼠脑卒中

模型 ３０ｄ 后的评估发现，氙气后处理可以减少缺血坏死组织

的体积并能提高小鼠行为功能。 另外，免疫印迹法测定离体

激酶活性实验发现，氙气后处理可提高磷酸化 Ａｋｔ（在细胞增

殖、存活和代谢等一系列过程中发挥功能）的活性。 应用磷

酸肌醇⁃３ 激酶抑制剂（ＬＹ２９４００２）作为后处理抑制 Ａｋｔ 活性，
可致小鼠缺血坏死组织体积增大。 尽管氙气后处理没有影

响磷酸酶⁃磷酸激酶或 Ａｋｔ 上游物质的水平，但它确实抑制了

磷酸化糖原合成酶 ３β（Ａｋｔ 效应物，参与细胞凋亡的调控）的
活性。 此信息提示氙气具有神经细胞保护作用。 另外，氙气

后处理还抑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中传导物质数

量的增加，此通路参与细胞增殖分化的调控。 氙气后处理提

升了 Ａｋｔ 的活性从而给中风小鼠提供了长期保护作用。 另

外，通过增加蛋白激酶 Ｃε 的活性（存活⁃促进通路）以及减少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和蛋白激酶 Ｃδ 的活性（两个假定存在

的死亡⁃促进通路），可进一步佐证氙气的神经保护作用［１４］ 。
（３） 调控钾离子通道：大脑中的腺苷三磷酸敏感性钾通

道 （ＡＴＰ⁃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ＫＡＴＰ 通道）是神经保

护机制中的一部分。 药物激活这些通道被视为一种有益的

干预，但是临床可用的经典钾离子通道开放剂都受限于血脑

屏障。 与之不同的是，氙气可以自由通过血脑屏障。 近期发

现，氙气可能具有激活 ＫＡＴＰ 通道的作用。 作为 ＫＡＴＰ 通道

开放剂，氙气可直接作用于通道上的 Ｋｉｒ６ ２ 亚基。 氙气通过

减少该通道对 ＡＴＰ 抑制的敏感性，在不依赖磺脲类受体 １ 的

情况下增加了此通道的流量［１５］ 。
某些双孔钾通道的特定亚型可能是氙气的重要靶点。

在临床有效浓度下，双孔钾通道 ＴＲＥＫ⁃１ 可被显著激活。 相

反，双孔钾离子通道 ＴＡＳＫ⁃３ 则对氙气不敏感。 ＴＲＥＫ⁃１ 通道

几乎表达于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调节细胞兴奋性，参与一系

列生理、病理过程，与神经系统疾病如癫痫密切相关。 在脑

组织，ＴＲＥＫ⁃１ 通道被脑缺血引起的 ｐＨ 值降低所激活，通过

阻止细胞膜的去极化而降低外钙内流，对脑组织的缺血起保

护作用［１６］ 。 氙气可能通过影响 Ｇｌｕ３６０ 这种氨基酸从而对双

孔钾通道 ＴＲＥＫ⁃１ 的功能产生调节作用［１７］ 。
（４）调节炎症反应：在家兔心脏缺血模型的在体实验中，

氙气可以减少坏死组织的面积。 中性粒细胞上的黏附因子

与缺血 ／再灌注损伤机制以及调节中性粒细胞功能有关。 将

新分离的中性粒细胞分别与 ３０％或 ６０％的氙气孵化 ６０ｍｉｎ，
在未刺激和予以趋化肽 Ｎ⁃甲酰⁃甲硫氨酰⁃亮氨酰苯丙氨酸

（ｆＭＬＰ）刺激后，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中性粒细胞表面上 ＰＳＧＬ⁃
１（介导白细胞粘附）、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ｎ、 ＣＤ１１ａ 和 ＣＤ１１ｂ 的表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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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结果显示，在这两种浓度下氙气都可以将中性粒细胞表

面 ＰＳＧＬ⁃１ 的表达减少 １０％ （Ｐ ＜ ０ ０５），在 ６０％ 氙气组， 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 的表达下降了 １５％ （Ｐ ＜ ０ ０５）。 另外，ｆＭＰＬ 激活的

中性粒细胞在与氙气共同孵育的条件下，表现出了细胞表面

对 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ｎ 清除率的增加。 氙气增加了离体中性粒细胞表

面选择素 ＰＳＧＬ⁃１ 和 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ｎ 的清除率。 这两个选择素在

中性粒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过程中都起到了相应作用，在
缺血 ／再灌注损伤中氙气可能通过影响中性粒细胞与内皮细

胞的粘附过程来实现保护作用［１８］ 。
２． 氙气的神经保护效果　 很多离体和在体实验都证实，

氙气对脑神经元和脑组织缺血再灌注损伤有预处理［１９ ⁃ ２０］ 、
后处理和延迟后处理［２１ ⁃ ２２］保护作用。 与一般神经保护药物

相比，氙气的剂量依赖性神经保护作用还缺乏相关研究，有
待我们深入探索。 氙气对神经系统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

作用特性可能会使其成为临床神经系统保护用药。
（１） 通过预处理达到的神经系统保护作用：氙气预处理

可以诱导大脑对缺血性损伤刺激产生耐受性。 Ｌｉｍｏｔｏｌａ 等的

实验：在对小鼠进行氙气预处理后，行大脑中动脉栓塞。 对

神经功能和坏死组织大小进行评估；用免疫印迹法测定探查

缺氧诱导因子⁃１ α（ＨＩＦ⁃１ α）通道（缺氧条件下广泛存在于

哺乳动物和人体内）和 Ａｋｔ 通道（参与细胞增殖、分化、凋亡）
的蛋白表达及活性。 结果显示，预处理组中的雄性鼠和雌性

鼠神经系统功能都有改善；雄性鼠和雌性鼠的大脑坏死体积

都有明显减小。 ＨＩＦ⁃１α 通道和磷酸化 Ａｋｔ 通道的数量在雌

鼠和雄鼠中都有上调［１９］ 。
氙气预处理对于雄鼠和雌鼠都有改善组织损伤预后和

神经功能的效果，说明在排除雌二醇的作用之外，氙气具有

神经保护作用。
无论是离体或在体小鼠大脑缺氧缺血损伤模型，氙气预

处理都可减轻神经损伤。 在氙气预处理 ２ｈ 的神经元⁃胶质

细胞的联合培养中，乏氧和低糖的细胞释放的乳酸脱氢酶

（糖酵解酶）呈氙气浓度依赖性减少，这说明氙气预处理可以

增加神经细胞的缺血缺氧耐受。 氙气的预处理效应可被环

己酰亚胺（蛋白质合成抑制剂）终结，这说明氙气的神经保护

作用需要通过合成新蛋白来实现。 在 ７ｄ 龄小鼠缺血缺氧损

伤的在体模型实验中发现，氙气预处理 ７ｄ 后可以减少坏死

范围；损伤 ３０ｄ 后的评估显示，预处理组的神经功能有效果

有持续显著的改善［２０］ 。
氙气预处理的神经保护作用体现在增加缺血缺氧耐受、

减少坏死范围、改善受损部位神经功能，这些作用通过合成

某种新蛋白来实现，其效果与氙气预处理有时间、浓度依赖

性。 据此思考，应用氙气预处理或可成为预防 ／减轻临床择

期心血管手术的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有效措施。
（２） 通过后处理和延迟后处理达到的神经系统保护作

用：Ｔｈｏｒｅｓｅｎ 等［２１］的动物验显示，氙气联合低温治疗可以改

善小鼠缺血缺氧新生儿的预后。 实验应用新生小鼠缺血缺

氧模型，将氙气后处理作为实验中的单一变量，研究氙气后

处理对缺血缺氧保护作用的影响。 经一系列小鼠成年期的

神经功能测试及神经病理实验，提示氙气联合治疗的神经保

护作用优于单独使用低温治疗。 在应用了兴奋性毒性物质

介入的离体和在体实验模型以及短暂脑缺血模型中，使用低

于麻醉浓度的氙气进行治疗，即可提供大脑神经保护作用，
具体效果表现在可减少释放由缺血引发的具有兴奋性毒性

的神经递质，从而减少后续的细胞损伤和神经元死亡。
杨彦伟等［２３］的大鼠实验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通过观察脊髓神经元细胞尼氏染色、ＴＵＮＥＬ 染色及免疫组

化结果得出：缺血再灌注后 ２ｈ 内的 ３ 个不同时点的氙气后

处理组的脊髓组织形态学正常的神经元数量多于对照组；通
过观察大鼠的运动和感觉功能后得出：在缺血再灌注后 ４８ｈ，
氙气后处理组的大鼠脊髓功能及转归都有改善。

这些实验结果提示，对于临床急诊心血管手术，氙气后

处理和延迟后处理为治疗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提供了可能

性，或可成为减轻 ／减少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有效方法。
３． 总结　 神经系统损伤是心血管手术后主要并发症之

一，因此神经系统损伤机制及保护措施研究一直相关领域关

注重点［２４］ 。 以往研究试图通过减少脊髓缺血时间、增加缺

血耐受、改善脊髓灌注以及脊髓功能的早期检测来预防和减

少术后截瘫的发生，效果并不十分理想［２５］ 。 氙气是理想的

麻醉药物，对脑、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都有保护作用，但有关

氙气在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后处理和延迟后处理中的作

用还未见报道。 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意义，或许可

以为该类手术围术期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多选择，以减少脊髓

缺血再灌注引起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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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此外，应重视术后定期复查以及时发现并处

理相关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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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ＳＹＮＴＡＸ ｓｃｏｒｅ， ＳＳ）对冠心病

复杂病变患者血运重建策略选择的指导意义已广泛应用于

临床。 ＳＳ 可预测冠心病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患者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ＣＩ）术后

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但不能预测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ＣＡＢＧ）术后的预后情

况［１⁃７］ 。 因此，ＳＳ 在指导冠心病患者血运重建策略选择的应

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考虑与其不包含患者临床因素有

关。 而近来［８］将冠状动脉解剖因素（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和

左主干病变）和患者临床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肌苷清除率、
左心室射血分数、慢性阻塞性肺动脉疾病和外周血管疾病）
结合的新的评分系统—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 ＩＩ （ＳＹＮＴＡＸ ｓｃｏｒｅ ＩＩ，
ＳＳ⁃ＩＩ）正引起心脏病学领域的关注。 初步研究［８⁃１２］ 结果显

示：ＳＳ⁃ＩＩ 可预测复杂冠心病患者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后预后，因
此在临床上可为复杂冠心病患者血运重建策略选择提供一

种新的判定工具。 目前国内外关于 ＳＳ⁃ＩＩ 在临床上的应用研

究非常少。 结合新近研究结果，本文对 ＳＳ⁃ＩＩ 的计算方法及

在复杂冠心病患者血运重建治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

综述。
１． ＳＳ⁃ＩＩ 的计算方法

ＳＳ 是根据冠状动脉解剖特点（结合冠状动脉的优势分

布、病变部位、狭窄程度与病变特征，对直径≥１ ５ｍｍ，狭窄

程度≥５０％的血管进行评分）来评估冠状动脉病变复杂程度

的评分系统，因为该积分不包含临床因素，故也叫解剖 ＳＹＮ⁃
ＴＡＸ 积分。 临床研究发现，冠状动脉解剖因素和患者临床因

素对不同血运重建策略治疗的预后影响不同，如对于年轻、
女性和左心室功能降低的患者，术后病死率 ＣＡＢＧ 优于 ＰＣＩ；
对于老年、ＣＯＰＤ 和无保护左主干病变患者，ＰＣＩ 优于 ＣＡＢＧ。
低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的冠心病患者适合 ＰＣＩ 术，高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患者 ＣＡＢＧ 预后优于 ＰＣＩ。 ＳＳ⁃ＩＩ 计算主要是考

虑不同因素对冠心病患者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后病死率的影响

不同。 为了达到应用一种模型可以对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后的

病死率有相同的预测能力目标，Ｆａｒｏｏｑ 等［８］ 研究者按照 ２ 个

冠状动脉解剖因素（解剖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和左主干病变）和 ６
个患者临床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肌苷清除率、左心室射血

分数、慢性阻塞性肺动脉疾病和外周血管疾病）对冠心病患

者行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治疗后病死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建立一个

风险预测模型，即 ＳＳ⁃ＩＩ。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首先根据 ＳＳ⁃ＩＩ
包括的 ８ 个因素对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治疗后 ４ 年病死率的影响程

度不同分别赋予不同的积分权值；然后分别计算出每个因素

对病死率影响的分值后相加，得到的总分即为 ＳＳ⁃ＩＩ；再根据

ＳＳ⁃ＩＩ 预测出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的 ４ 年的病死率。 因此每个冠

心病患者有两个 ＳＳ⁃ＩＩ 分值，即患者若行 ＰＣＩ 可计算出一个

分值；若行 ＣＡＢＧ 术可计算出另一个分值。 而 ＳＳ⁃ＩＩ 对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后的病死率有相同的预测能力，如图 １。

ＳＳ⁃ＩＩ 指导血运重建策略选择的方法：对每个冠心病患

者分别计算行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的 ＳＳ⁃ＩＩ，然后分别预测出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的 ４ 年的病死率，再将两者 ４ 年的病死率相减，若差

值 ＜ ０ 且有统计学意义，选择 ＰＣＩ 术；若差值 ＞ ０ 且有统计学

意义，选择 ＣＡＢＧ 术；若差值 ＝ ０（无论统计学有无意义）或无

论 ＞ ０ ＜ ０ 且无统计学意义，可选择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
２． ＳＳ⁃ＩＩ 在左主干病变患者血运重建治疗中的应用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８］将 ＳＳ⁃ＩＩ 应用于 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患者）中的左主干患者进行内部验证分析发现：仅
根据 ＳＳ⁃ＩＩ 预测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的 ４ 年病死率的数值大小比

较，３５３ 例（５０ １％ ）患者适合 ＣＡＢＧ 术，而 ３５２ 例（４９ ９％ ）
患者适合 ＰＣＩ 术。 若进行统计学分析，５６２ 例（７９ ７％ ）患者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的 ４ 年病死率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明根据 ＳＳ⁃ＩＩ，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中大部分左主干病变患者血运重

建策略可选择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而 １１ ５％ 患者应选择 ＰＣＩ
术，仅 ８ ８％患者应选择 ＣＡＢＧ 术。 结果显示根据 ＳＳ⁃ＩＩ 指导

左主干病变患者血运重建策略选择与 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中心脏

团队决定的治疗方案一致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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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ＳＹＮＴＡＸ 积分 ＩＩ 计算方法及预测 ４ 年病死率曲线

ＤＥＬＴＡ 研究［１３］是非随机、全部患者入选和多中心的国

际性的注册研究，入选患者全部为左主干病变（包括单独左

主干或左主干合并单支、多支病变），共 ２ ８９１ 例，ＰＣＩ 术患者

使用的是第一代药物洗脱支架（包括西罗莫司和紫杉醇支

架）。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８］将 ＳＳ⁃ＩＩ 应用于 ＤＥＬＴＡ 注册研究中进行外

部验证，结果显示 ＳＳ⁃ＩＩ 可较好预测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的预后

风险，Ｃ⁃指数为 ０ ７１６，高于 ＳＳ 的预测风险能力（Ｃ⁃指数为

０ ６１２）。 单独分析左主干合并 ３ 支病变的患者（占 ２６％ ），
ＳＳ⁃ＩＩ 同样能很好预测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的预后风险，Ｃ⁃指数为

０ ７６３，预测 ４ 年生存率为 ８８ ２％ ， 而实际 ４ 年生存率

为 ８６ ２％ 。
Ｘｕ 等［１０］ 回顾性分析行 ＰＣＩ 术的左主干病变患者（共 １

５２８ 例）的资料［９］发现：根据 ＳＳ⁃ＩＩ 数值的三分位法将患者进

行分组：ＳＳ⁃ＩＩ 低分组（≤２１）、中分组（ ＞ ２１ 和≤２８）和高分

组（ ＞ ２８）。 平均随访 ４ ４ 年，三组的病死率分别为 １ ８％ 、
３ ５％和 ９ 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０１）。 多因素回

归分析显示 ＳＳ⁃ＩＩ 是冠状动脉左主干病变 ＰＣＩ 术后病死率的

独立预测因素（ＨＲ ＝ １ ７６， ９５％ ＣＩ：１ １０ ～ ２ ８２，Ｐ ＝ ０ ０２），
且预测能力优于 ＳＳ，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０ ６９４ 和 ０ ５９１（Ｐ ＜ ０ ０００１）。 该研究还发现根据 ＳＳ⁃ＩＩ 评分

结果，全部已行 ＰＣＩ 术的左主干病变患者中，９６３ 例（６３％ ）
例患者行 ＰＣＩ 术的 ＳＳ⁃ＩＩ 值小于行 ＣＡＢＧ 术的 ＳＳ⁃ＩＩ 值（表示

可能更适合 ＰＣＩ 组），而 ５６５ 例（３７％ ）例患者行 ＰＣＩ 术的 ＳＳ⁃
ＩＩ 值大于行 ＣＡＢＧ 术的 ＳＳ⁃ＩＩ 值（表示可能），更适合 ＣＡＢＧ
组患者病死率高于更适合 ＰＣＩ 组，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５ ８％ ｖｓ． ４ ６％ ，Ｐ ＝ ０ ２８）；而在心源性病死率方面前者高

于后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４ ４％ ｖｓ． ２ ３％ ，Ｐ ＝ ０ ０２）。
上述研究均为回顾性分析，最近 Ｃａｍｐｏｓ 等［９］ 通过前瞻

性研究来验证 ＳＳ⁃ＩＩ 对左主干病变患者血运重建治疗预后的

预测能力。 研究对象为正在进行的前瞻性、多中心、国际性

的临床随机试验⁃ＥＸＣＥＬ 研究中左主干病变且 ＳＳ ＜ ３３ 患者，
ＰＣＩ 术患者使用的是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新一代药物洗脱支

架。 研究结果显示：①ＳＳ⁃ＩＩ 预测 ＰＣＩ 组患者 ４ 年病死率为

８ ５％ （９５％ ＣＩ：５ ４ ～ １１ ９）；ＣＡＢＧ 组患者 ４ 年病死率为

１０ ５％ （９５％ ＣＩ：６ ６ ～ １５ １），ＰＣＩ 组与 ＣＡＢＧ 组患者 ４ 年病

死率（ＯＲ ＝ ０ ７９，９５％ ＣＩ：０ ４３ ～ １ ５０。 ②对于 ＳＳ≤２２ 患者，
ＳＳ⁃ＩＩ 预测 ＰＣＩ 组患者 ４ 年病死率为 ７ ３％ （９５％ ＣＩ：４ ２ ～
１１ ０）；ＣＡＢＧ 组患者 ４ 年病死率为 １０ ３％ （９５％ ＣＩ：５ ９ ～
１５ ６），两组 ４ 年病死率（ＯＲ ＝ ０ ６９，９５％ ＣＩ： ０ ３４ ～ １ ４５）。
③对于 ＳＳ ＞ ２２ 和 ＜ ３３ 患者，ＳＳ⁃ＩＩ 预测 ＰＣＩ 组患者 ４ 年病死

率为 １０ １％ （９５％ ＣＩ：６ ２ ～ １４ ６）；ＣＡＢＧ 组患者 ４ 年病死率

为 １０ ８％ （９５％ ＰＩ：６ ５ ～ １５ ５），两组 ４ 年病死率的（ＯＲ ＝
０ ９３，９５％ ＣＩ：０ ５３ ～ １ ６２）。 ④根据 ４ 年病死率的预测结果，
对于老年、男性和合并 ＣＯＰＤ 患者，ＰＣＩ 优于 ＣＡＢＧ；对于年

轻、女性、低肌酐清除率和左心室功能降低的患者，ＣＡＢＧ 优

于 ＰＣＩ。 该研究结果表明：在 ＥＸＣＥＬ 研究中，ＳＳ⁃ＩＩ 预测左主

干病变且 ＳＳ ＜ ３３ 的患者，行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后 ４ 年病死率相

等。 ＳＳ⁃ＩＩ 包含的不同临床因素对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治疗后病死

率的影响程度不同。 该结论需要等 ＥＸＣＥＬ 研究的实际观察

到的临床结果来检验。
３． ＳＳ⁃ＩＩ 在 ３ 支病变患者血运重建治疗中的应用

最近 Ｈｅ 等［１４］对经冠状动脉造影明确为 ３ 支病变且行

ＰＣＩ 治疗的 ５７３ 患者（使用第二代西罗莫司药物洗脱支架）
进行回顾性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均显示 ＳＳ⁃ＩＩ 是
冠状动脉 ３ 支病变 ＰＣＩ 术后 ５ 年病死率的独立预测因素（分
别为 （ＨＲ ＝ ２ ０， ９５％ ＣＩ：１ ３５ ～ ２ ９６，Ｐ ＝ ０ ００１ 和 ＨＲ ＝
２ ４５， ９５％ ＣＩ：１ ３８ ～ ４ ３６，Ｐ ＝ ０ ００２）。 且同 ＳＳ 相比，ＳＳ⁃ＩＩ
有更高的预测 ５ 年病死率准确性，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

积分别为 ０ ７０５ 和 ０ ５９８。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８］将 ＳＳ⁃ＩＩ 应用于 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中的单独 ３ 支

病变患者进行内部验证分析显示：仅根据 ＳＳ⁃ＩＩ 预测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的 ４ 年病死率数值大小比较，８４ ２％ （９２２）患者适

合 ＣＡＢＧ 术，而 １７３ 例（１５ ８％ ）患者适合 ＰＣＩ 术。 若进行统

计学分析，仅 ６４３ 例（５８ ５％ ）患者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的 ４ 年病

死率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根据 ＳＳ⁃ＩＩ，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

中，５０％左右的 ３ 支病变患者血运重建策略可选择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仅 ０ ５％ 患者应选择 ＰＣＩ 术，４０ ７％ 患者应选择

ＣＡＢＧ 术。 而 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中全部对象均为心脏团队决定

的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都可选择的患者。 表明 ＳＳ⁃ＩＩ 指导 ３ 支病

变血运重建策略选择与心脏团队决定的治疗方法一致性有

限。 但 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中 ＰＣＩ 术患者使用的是紫杉醇药物洗

脱支架，不是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新一代药物洗脱支架。
Ｃａｍｐｏｓ 等［１５］ 前瞻性研究（正在进行的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Ｉ 研

究，ＰＣＩ 术患者使用的是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依维莫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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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洗脱支架）ＳＳ⁃ＩＩ 在 ３ 支病变患者血运重建治疗中的应用

情况。 结果显示：入选 １７８ 例 ３ 支病变患者中，根据 ＳＳ⁃ＩＩ 指
导应选择 ＰＣＩ 术 ３ 例；可选择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 １３２ 例；应选择

ＣＡＢＧ 术 ４３ 例。 由心脏团队决定的治疗策略与根据 ＳＳ⁃ＩＩ 指
导选择的治疗策略相一致的共有 １５２ 例（８５ ４％ ），其中选择

ＰＣＩ 术 １０９ 例，选择 ＣＡＢＧ 术 ４３ 例。 ＳＳ⁃ＩＩ 指导应选择 ＣＡＢＧ
术的 ４３ 例患者与心脏团队决策完全一致。 而 ＳＳ⁃ＩＩ 指导应

选择和可选择 ＰＣＩ 策略的 １３５ 例患者中有 １０９ 例得到心脏团

队同意，占 ８１ ８％ （１０９ ／ １３５），其余患者心脏团队认为应该行

ＣＡＢＧ 术，主要原因是这部分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解剖复

杂，心脏团队认为行 ＣＡＢＧ 术可最大程度达到完全血运重

建，且该部分患者根据 ＳＳ⁃ＩＩ 预测的 ＰＣＩ 术后 ４ 年的病死率

更高。 该研究结果表明 ＳＳ⁃ＩＩ 指导血运重建策略的选择和心

脏团队的决定策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４． ＳＳ⁃ＩＩ 在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患者血运重建治疗中的

应用

ＳＳ⁃ＩＩ 是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８］研究者根据 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１］ （入选

对象为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的冠心病患者，共 １ ８００ 例）的
结果建立的一种预测复杂冠心病患者血运重建术后风险的

模型。 同时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８］将 ＳＳ⁃ＩＩ 应用于 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中进行

内部验证，结果显示：ＳＳ⁃ＩＩ 可很好预测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的预

后风险，Ｃ⁃指数（一致性指数）为 ０ ７２５，明显好于 ＳＳ 的预测

风险能力（Ｃ⁃指数为 ０ ５６７）。 根据 ＳＳ⁃ＩＩ 预测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后 ４ 年病死率的数值进行比较，有 ６６ ９％ （１ ２０５ ／ １ ８００）患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根据 ＳＳ⁃ＩＩ，ＳＹＮＴＡＸ 研究中大部

分病变患者可选择 ＰＣＩ 也可选择 ＣＡＢＧ 术。 ＳＳ⁃ＩＩ 中虽然包

括了会影响不同治疗策略的临床因素，但还有一些会影响最

后治疗策略决定的临床因素没有包含在内，如患者体质、出
血风险和家属意愿等。 而临床医生会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

素来决定最终的治疗方案。 目前指南推荐成立一个心脏团

队来决定复杂冠心病患者的血运重建治疗策略。 而 ＳＹＮ⁃
ＴＡＸ 研究入选对象全部为心脏团队决定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都

适合的冠心病患者。 因此 ＳＳ⁃ＩＩ 指导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

患者血运重建策略选择与心脏团队决定的治疗方法高度

一致。
目前关于 ＳＳ⁃ＩＩ 研究对象主要为西方冠心病人群，在其

他人群中应用情况结果不清。 有研究［１６⁃１７］ 表明日本冠心病

患者血运重建术后较美国冠心病患者有更好的长期预后；而
对于 ＰＣＩ 术后，较西方人群有更低的确定支架内血栓发生

率。 Ｃａｍｐｏｓ 等研究者［１１］ 回顾性分析 ３ ８９６ 例行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的日本冠心病患者资料（ＣＲＥＤＯ⁃Ｋｙｏｔｏ 研究，真实

临床情况下注册登记研究，入选对象为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

变）。 结果显示：①ＳＳ⁃ＩＩ 可较好预测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的预后

风险，术后病死率的预测值和实际观察值相一致，Ｃ⁃指数为

０ ７０，９５％ ＣＩ： ０ ６８ ～ ０ ７２ 和 ０ ７５， ９５％ ＣＩ： ０ ７２ ～ ０ ７８，与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８］在西方人群研究中的结果相似（内部验证和外部

验证 Ｃ⁃指数分别为 ０ ７２ 和 ０ ７１）；②ＳＳ⁃ＩＩ 对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有相似的危险分层作用；③ＳＳ⁃ＩＩ 优于 ＳＳ 对 ＰＣＩ 或 ＣＡＢＧ

术的预后风险预测能力（Ｃ⁃指数分别为 ０ ５０，９５％ ＣＩ： ０ ４７
～ ０ ５３ 和 ０ ５９， ９５％ ＣＩ： ０ ５７ ～ ０ ６１）。 该研究结果表明，
ＳＳ⁃ＩＩ 同样可以预测东方人群中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冠心病

患者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后长期病死率的风险，且优于 ＳＳ。
上述评价 ＳＳ⁃ＩＩ 在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患者血运重建

治疗中应用的研究的对象排除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包括一部

分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主要是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而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等［１８］将 ＳＳ⁃ＩＩ 应用于真实临床情况下的行 ＰＣＩ 术的

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患者中，研究

对象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比例占 ９７％ ，其中急性 ＳＴ 段抬高

心肌梗死患者占 ３９％ ，急性非 ＳＴ 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占

５８％ 。 研究发现 ＳＳ⁃ＩＩ 低分值（ ＜ ２９）的患者 １ 年无不良心脑

血管事件的生存率高于 ＳＳ⁃ＩＩ 高分值（≥２９）的患者（分别为

６４ ２％ ｖｓ． ８７ ２％ ，Ｐ ＝ ０ ００７）。 多因素 Ｃｏｘ 回归分析显示，
ＳＳ⁃ＩＩ≥２９ 是 １ 年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的独立预测因素

（ＨＲ ＝ ２ ７４， ９５％ ＣＩ： １ ３０ ～ ８ ２１； Ｐ ＝ ０ ０１１），Ｃ⁃指数为

０ ７０ （９５％ ＣＩ： ０ ５８ ～ ０ ８１）。 结果表明 ＳＳ⁃ＩＩ 也可预测真实

临床情况下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患者 ＰＣＩ 的预后。
５． ＳＳ⁃ＩＩ 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１）在糖尿病患者中应用：Ｋａｒａｋｏｙｕｎ 等［１９］ 研究发现，
２１５ 例行 ＰＣＩ 治疗的合并 ２ 型糖尿病的稳定型冠心病，ＳＳ⁃ＩＩ
和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及餐后血糖水平呈明显正相关关

系（分别为 ｒ ＝ ０ ５３５， Ｐ ＜ ０ ００１；ｒ ＝ ０ ３４１， Ｐ ＜ ０ ００１ 和 ｒ
＝ ０ ２５６， Ｐ ＝ ０ ００１）。 且同 ＳＳ 相比，ＳＳ ＩＩ 与糖化血红蛋白

水平相关性更好。
（２）在预测不良心肌灌注方面应用：Ｗａｎｇ 等［２０］ 研究发

现，ＳＳ⁃ＩＩ 是急性 ＳＴ 段抬高心肌梗死 ＰＣＩ 术后不良心肌灌注

的独立危险因素。 该研究中用心肌呈色分级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ｂｌｕｓｈ ｇｒａｄｅ， ＭＢＧ） ０ ／ １ 级水平指标代替不良心肌灌注，ＳＳ⁃ＩＩ
越高，ＭＢＧ ０ ／ １ 级患者比率越大，ＲＯＣ 分析 ＳＳ⁃ＩＩ 预测 ＭＢＧ
０ ／ １ 级的理想切点值是 ＞ ２４，敏感性为 ６６％ ，特异性为 ５４％ 。

（３）在颈动脉疾病中应用：既往研究表明，ＳＳ 不能预测

冠心病患者是否合并颈动脉疾病。 Ｃｏｓｔａｎｚｏ 等［２１］ 研究发现，
ＳＳ⁃ＩＩ 与是否存在颈动脉斑块和有意义的颈动脉疾病有较好

的相关性，表明 ＳＳ⁃ＩＩ 是鉴别出冠心病患者是否合并颈动脉

疾病的一种合适的工具。
综上所述，无论是左主干和 ／或 ３ 支病变患者还是左主

干、单独 ３ 支病变患者；无论稳定性冠心病还是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患者；无论使用第一、二代药物洗脱支架还是西罗

莫司和紫杉醇支架；无论西方人群还是东方人群冠心病患

者；无论回顾性研究还是前瞻性分析，ＳＳ⁃ＩＩ 都可以预测复杂

冠心病患者 ＰＣＩ 和 ＣＡＢＧ 术后长期病死率，且优于 ＳＳ，可作

为一个合适工具对复杂冠心病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并在临床

上应用来指导复杂冠心病患者血运重建策略的选择。
但是目前关于 ＳＳ⁃ＩＩ 的研究主要为回顾性研究，样本量

不大，临床随访时间不长，还需要大规模、前瞻性、多中心、更
长时间随访研究进一步明确。 另外关于 ＳＳ⁃ＩＩ 是否能应用于

冠心病单支、２ 支病变患者长期预后预测也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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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冠心病患者常见脂代谢相关易感基因
的研究进展

王 伟　 王绿娅　 苏鹏宇

　 　 ［关键词］ 　 早发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脂代谢；易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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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Ｄ）是威胁人类健康最

常见的疾病［１］ 。 流行病学统计，全国至少有 １８６ 万 ＣＡＤ 患

者，且发病年龄日益年轻化。 美国 ＡＴＰⅢ指出，冠心病发病

年龄男性≤５５ 岁，女性≥６５ 岁［２］ ，即为早发冠心病（ｐｒｅｍａ⁃
ｔｕｒ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ＣＡＤ），其发病人数约占 ＣＡＤ 的

１ ／ ４［３］ ，与普通人群相比其家族成员患病率更高，且临床表现

更为严重。 ｐＣＡＤ 是一种复杂的多基因疾病，多种遗传因素

与环境因素共同参与，其中遗传因素可占 ５０％ ～ ６０％ ；研究

发现，脂代谢基因对 ｐＣＡＤ 的发生发展尤其重要。 目前，全
基因组关联研究（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ＧＷＡＳ）发现

１５３ 个冠心病易感基因位点，其中大部分与脂代谢相关，但针

对 ｐＣＡＤ 与脂代谢相关的报道却较为少见。 此外，在 ｐＣＡＤ
患者中发现许多出现频率较高的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ｉｎ⁃
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ＮＰ），提示其可能影响患者血脂

水平及 ｐＣＡＤ 易感性。 因此，本文对脂质代谢相关基因及

ＳＮＰ 在 ｐＣＡＤ 中作用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１． 影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代谢的基因

Ｖｕｏｒｉｏ 等［４］对北卡罗里居民进行遗传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当地 ＣＡＤ 发病年龄，平均男性 ４２ 岁，女性 ４８ 岁，筛查研

究揭示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ｍｉａ，
ＦＨ）是导致 ｐＣＡＤ 高发的关键因素。 Ｅｃ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ｎ 针对荷兰

人研究发现，ＦＨ 患者与未受累亲属相比 ＣＡＤ 风险增高 ８ ５
倍［５］ 。 另有一项筛查 ｐＣＡＤ 患者中 ＦＨ 的致病基因研究发现

了 １３ 个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ＬＤＬＲ）基因突变，９ 个载脂蛋白 Ｂ（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Ａｐｏ⁃Ｂ）
基因突变和 ８ 个枯草溶菌素转化酶⁃９ （ ｐｒ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ｖｒｔａｓｅ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ｉｎ ／ ｋｅｘｉｎ ９，ＰＣＳＫ９）基因突变［６］ 。 最新研究证实，５５ 岁

以前发生的 ｐＣＡＤ 约 ５％ ～ １０％由 ＦＨ 引起。 ２０１５ 年欧洲指

南提出［７］ ，ＦＨ 是 ｐＣＡＤ 常见的遗传易感因素。 ＦＨ 最常见的

三种致病基因：ＬＤＬＲ、ＡｐｏＢ、ＰＣＳＫ９，也是 ｐＣＡＤ 的易感基因。
因此本文围绕 ｐＣＡＤ 的这一典型病例对影响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ＬＤＬ⁃Ｃ）代谢的相关

基因进行阐述。
ＦＨ 是常染色体显性单基因遗传代谢性疾病。 其主要临

床特点为：血浆 ＬＤＬ⁃Ｃ 水平极度升高，皮肤、肌腱黄色瘤及

ｐＣＡＤ；按等位基因受累程度分为纯合子（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ｕ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ＨｏＦＨ） 和杂合子（ 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ｕ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
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ＦＨ），根据欧美等国家最新统计，杂合子患病率为

１ ／ １３７；纯合子比较罕见，患病率仅为 １ ／ １６ ～ ３０ 万［８］ 。 统计

显示，纯合 ＦＨ 患者常于 １０ 岁出现 ｐＣＡＤ 的临床症状和体

征，预期寿命约 ３０ 岁。 杂合 ＦＨ 男性患者 ｐＣＡＤ 风险，３０ 岁

时为 ２０％ ，４０ 岁时为 ２４％ ，５０ 岁时为 ５１％ ，女性约比男性晚

１０ 年发生。 其病理基础为 ＬＤＬＲ 相关的三种常见基因（ＬＤ⁃
ＬＲ、ＡｐｏＢ⁃１００、ＰＣＳＫ９）突变，导致 ＬＤＬＲ 功能缺陷 ＬＤＬ⁃Ｃ 水

平极度升高，引起动脉粥样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ｓ），最终导

致 ｐＣＡＤ。
（１）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ＬＤＬＲ）基因位于 １９ 号染色体短

臂，包含 １８ 个外显子和 １７ 个内含子，全长 ４５ ５ｋｂ，编码由

８３９ 个氨基酸组成的成熟蛋白，是一种细胞表面的糖蛋

白［９］ 。 其主要功能是结合、内吞富含胆固醇的 ＬＤＬ，介导胆

固醇代谢。 ＬＤＬＲ 基因突变可引起细胞膜表面 ＬＤＬＲ 功能异

常，体内 ＬＤＬ⁃Ｃ 清除障碍，进而在血液或组织中过度沉积，诱
发 ＦＨ 及 ｐＣＡＤ 发生。 ＬＤＬＲ 基因突变位点遍布整个基因，任
何部位发生突变均可致病。 截至目前，国内外共报道 １７４１
种 ＬＤＬＲ 基因突变（Ｄ６０１Ｙ、Ｗ４６２Ｘ 等），其中 １１２２ 种突变仅

见一次报道［７］ 。
（２）载脂蛋白 Ｂ⁃１００ 　 载脂蛋白 Ｂ⁃１００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１００，

ＡｐｏＢ⁃１００）基因位于 ２ｐ２３，全长 ４３ｋｂ，包含 ２９ 个外显子和 ２８
个内含子。 其主要生理功能是：①参与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Ｖｅｒｙ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ＶＬＤＬ）的合成、装配和分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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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肝脏合成、分泌富含 ＴＧ 的 ＶＬＤＬ 必需的载脂蛋白；③
ＶＬＤＬ、中间密度脂蛋白和 ＬＤＬ 的结构蛋白，参与脂质转运；
④是介导 ＬＤＬ 与 ＬＤＬＲ 结合的配体［ １０ ］ 。 ＡｐｏＢ⁃１００ 功能缺陷

引起 ＬＤＬＲ 功能减退，进而导致中⁃重度高胆固醇血症、黄色

瘤、早发 Ａｓ 和 ｐＣＡＤ。 常见基因突变及多态性位点包括：
Ｒ３５００Ｑ、Ｒ３５３１Ｃ、ｒｓ５１５１３５ 等。

（３）枯草溶菌素转化酶⁃９　 枯草溶菌素转化酶⁃９（ｐｒｏｐ⁃
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ｖｒｔａｓｅ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ｉｎ ／ ｋｅｘｉｎ ９，ＰＣＳＫ９）基因位于 １ｐ３２ ３，
２００３ 年 Ａｂｉｆａｄｅｌ 发现，ＰＣＳＫ９ 基因与 ＦＨ 相关。 其主要在肝

脏、小肠和肾脏表达，可与 ＬＤＬＲ 特异性结合形成复合物转

运至溶酶体，导致后者加速降解，ＬＤＬ⁃Ｃ 水平升高，诱发 ＦＨ
患者在 ４０ ～ ５０ 岁之前即出现 ＣＡＤ 症状［７］ 。 根据突变对 ＰＣ⁃
ＳＫ９ 调节 ＬＤＬ⁃Ｃ 水平的影响不同分为［１１］ ：① ＰＣＳＫ９ 功能增

强突变（如：Ｄ１２９Ｇ、Ｆ２１６Ｌ），使 ＬＤＬＲ 降解，血浆 ＬＤＬ⁃Ｃ 浓度

增加。 ② ＰＣＳＫ９ 功能缺失突变（如：Ｙ１４２Ｘ、Ｃ６７９Ｘ），杂合突

变携带者与非携带者相比，其 ＬＤＬ⁃Ｃ 水平下降 ２８％ ，ｐＣＡＤ
发生率下降 ８８％ 。 因此，研发针对 ＰＣＳＫ９ 的药物，抑制 ＰＣ⁃
ＳＫ９ 的表达或阻断其降解 ＬＤＬＲ 的作用，已成为防治 ｐＣＡＤ
及 ＦＨ 的最新思路［１２］ 。

２． 影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代谢的基因

大量研究证实，高密度脂蛋白（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ＤＬ）具有抗 Ａｓ 的作用，血浆 ＨＤＬ⁃Ｃ 水平与冠心病发生呈

高度负相关。 约 ４０％ 的 ＣＡＤ 患者 ＨＤＬ⁃Ｃ ＜ ４０ｍｇ ／ ｄＬ。 ＨＤＬ
代谢基因缺陷，引起 ＨＤＬ⁃Ｃ 水平降低，可作为 ｐＣＡＤ 的独立

危险因素。
（１）腺苷三磷酸结合盒转运体 Ａ１　 腺苷三磷酸结合盒

转运体 Ａ１（ＡＴＰ⁃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ａｓｓｅｔ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Ａ１，ＡＢＣＡ１）基因位

于 ９ｑ３１，全长 １４９ｋｂ，包括 ５０ 个外显子和 ４９ 个内含子，编码

由 ２２６１ 个氨基酸组成的膜整合蛋白。 其主要功能是介导胆

固醇从肝外组织流出，结合载脂蛋白 Ａ⁃Ⅰ（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
Ⅰ，ＡｐｏＡ⁃Ⅰ），形成 ＨＤＬ，进而启动胆固醇逆向转运［１３］ 。 ＡＢ⁃
ＣＡ１ 基因发生突变可引起 ＨＤＬ⁃Ｃ 水平急剧降低，增加 ｐＣＡＤ
发病风险［１４］ 。 目前，与汉族人群 ＨＤＬ⁃Ｃ 水平变化相关基因

位点主要有：Ｍ８８３Ｉ、Ｒ１５８７Ｋ、Ｒ２１９Ｋ 等；同时发现多个与

ｐＣＡＤ 相关的 ＳＮＰ（ｒｓ３６３７１７、ｒｓ４１４９３３９ 等） ［１５］ 。
（２）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

（ｌｅｃｉｔｈ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ａｃ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ＬＣＡＴ）基因位于 １６ｑ２２ １，
包含 ６ 个外显子和 ５ 个内含子，全长约 ４２００ｂｐ，是血浆蛋白

代谢的关键酶。 其主要功能是催化游离胆固醇转变成胆固

醇酯，约 ７０％ ～ ８０％ 的胆固醇酯由 ＬＣＡＴ 催化生成，参与

ＨＤＬ 的成熟过程［１６］ 。 ＬＣＡＴ 基因对调节 ＨＤＬ 代谢十分关

键，基因功能缺陷时，ＨＤＬ 成熟受阻，促发 Ａｓ［１７］ 。 目前已报

道与 ＨＤＬ⁃Ｃ 水平降低有关的 ＬＣＡＴ 基因突变 ８０ 余种［１８］ 。
Ｃａｒｇｉｌｌ 等针对 ｐＣＡＤ 患者研究发现，ＬＣＡＴ 基因 ３ 个突变位点

（６０８Ｃ ／ Ｔ、９１１Ｔ ／ Ｃ、１１８８Ｔ），并在中国汉族人群中进行验证，
证实 ６０８Ｃ ／ Ｔ 与 ＨＤＬ⁃Ｃ 代谢显著相关。

３． 影响 ＴＧ 代谢的基因

ＴＧ 主要储存于 ＶＬＤＬ 和乳糜微粒（ ｃｈｙｌｏｍｉｃｒｏｎ，ＣＭ）。

高 ＴＧ 血症是环境饮食因素与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
Ａｓ 与 ＣＡＤ 的独立危险因素。 高 ＴＧ 血症可通过脂质交换使

小而密 ＬＤＬ⁃Ｃ 升高、ＨＤＬ⁃Ｃ 降低，三者代谢关系密切，称为脂

质三联征。 ＴＧ 相关代谢基因出现功能缺陷，极易引起脂质

代谢紊乱，导致 Ａｓ，加剧 ｐＣＡＤ 患病风险。 脂蛋白酯酶（ ｌｉｐｏ⁃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ｉｐａｓｅ，ＬＰＬ）作为脂质代谢的关键酶，主要催化 ＴＧ 水

解，释放机体所需的游离脂肪酸，其功能改变可降低脂蛋白

酶活性，引起高 ＴＧ 血症，最终导致 Ａｓ、ＣＡＤ 及胰腺炎风险增

加［１９］ 。 然而，ＬＰＬ 发挥水解作用需要一个特定的活化因子

载脂蛋白 Ｃ⁃ＩＩ（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ＩＩ，ＡｐｏＣ⁃ＩＩ），其结合位点位于

ＬＤＰ 氨基末端结构域两个不同区域的 １１ 个氨基酸残基，协
同 ＡｐｏＣ⁃ＩＩ 激活 ＬＰＬ。

ＡｐｏＣ⁃ＩＩ 基因位于染色体 １９ｑ１３ ２，是由 ７９ 个氨基酸组

成的单一多肽链，作为 ＣＭ、ＶＬＤＬ 与 ＨＤＬ⁃Ｃ 的结构蛋白，在
脂代谢中发挥关键作用。 研究发现，低浓度的 ＡｐｏＣ⁃ＩＩ 通过

与脂质形成复合物激活 ＬＰＬ；高浓度的 ＡｐｏＣ⁃ＩＩ 反而抑制

ＬＰＬ 活性［２０］ 。 ＡｐｏＣ⁃ＩＩ 基因缺陷时，ＬＰＬ 可与 ＣＭ 结合，但活

性很低，而再加入 ＡｐｏＣ⁃ＩＩ 可使其活性增加百倍。 动物实验

显示，ＡｐｏＣ⁃ＩＩ 基因敲除后表现出高 ＴＧ 血症；增强 ＡｐｏＣ⁃ＩＩ 基
因表达后，同样表现出高 ＴＧ 血症，只有 ＡｐｏＣ⁃ＩＩ 基因适度表

达才能激活 ＬＰＬ，过表达或缺失均易导致高 ＴＧ 血症，而其与

ｐＣＡＤ 发病率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争议。
４． 其他易感基因

（１） α２，６⁃唾液酸转移酶基因　 ＳＴ６ＧａｌＮＡｃ５ 称为 α２，６⁃
唾液酸转移酶基因，是最新发现的 ｐＣＡＤ 易感基因。 其主要

功能是编码唾液酸转移酶，催化唾液酸与末端和亚末端半乳

糖、乙酰半乳糖的连接反应［２１］ 。 研究发现，ＳＴ６ＧａｌＮＡｃ５ 可能

通过调节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通路影响其下游炎症因子 ＮＦ⁃κＢ 的

活性。 因此，推测其可能通过炎症机制导致 ｐＣＡＤ 的发生。
ＩｎａｎｌｏｏＲａｈａｔｌｏｏ 等［２２］对 １６０ 例 ｐＣＡＤ 患者进行基因扫描，发
现高频基因位点 Ｇ２９５Ａ，并在其家族成员中验证发现，该突

变与 ＣＡＤ 表型严重程度共分离。 另一项研究发现，先证者

ＳＴ６ＧａｌＮＡｃ５ 基因存在缺失突变（ｐ． ３３７Ｑｅｘｔ２０），携带同一突

变的家族成员均罹患 ＣＡＤ，并且发现其血脂水平均较高，但
临床和遗传数据分析显示 ＳＴ６ＧａｌＮＡｃ５ 可能与脂代谢无明显

相关性，再次证实该基因突变与疾病共分离。 目前，已有报

道称 ＳＴ６ＧａｌＮＡｃ５ 是 ｐＣＡＤ 的易感基因，而其作用机制是否

与脂代谢相关仍存在争议。
（２）ＣＹＰ２７Ａ１　 ＣＹＰ２７Ａ１ 位于染色体 ２ｑ３５，包含 ９ 个外

显子和 ８ 个内含子，编码固醇 ２７⁃羟化酶，该酶是一种多功能

酶，具有介导维生素 Ｄ 代谢和胆固醇逆向转运功能。
ＣＹＰ２７Ａ１ 是脑腱黄瘤病的易感基因，但有研究发现此类患者

多伴有早发 Ａｓ。 ＣＹＰ２７Ａ１ 基因突变使固醇 ２７⁃羟化酶活性

降低或丧失，胆固醇不能有效代谢转化为胆汁酸，引起胆固

醇和胆甾烷醇在体内多组织异常沉积，从而诱发 Ａｓ［２３］ 。
ＣＹＰ２７Ａ１ 基因突变较为少见，在伊朗冠心病患者中发现约

７％存在该易感基因。 已报道的 ＣＹＰ２７Ａ１ 基因突变可达 ７０
余种，其中 ４５％ 错义突变，２０％ 无义突变，１８％ 剪接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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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与早发冠心病风险相关的常见脂代谢基因

分类 基因 位置 ＯＭＩＭ 突变位点

致高 ＬＤＬ⁃Ｃ 基因 ＬＤＬＲ
ＰＣＳＫ９

ＡｐｏＢ⁃１００

１９ｐ１３ ２
１ｐ３２ ３
２ｐ２４ １

６０６９４５
６０３７７６
１４４０１０

＞ １０００ 种突变

９ 个功能获得突变

Ｃ１０５８０Ｇ （ｐ． Ａｒｇ３５２７Ｇｌｎ）
Ｃ１０８００Ｔ （ｐ． Ａｒｇ３５３１Ｃｙｓ）

ｒｓ５１５１３５
致低 ＨＤＬ⁃Ｃ 基因 ＡＢＣＡ１

ＬＣＡＴ

９ｑ３１ １

１６ｑ２２ １

２０５４００

６０６９６７

Ｍａｎｙ ＡＢＣＡ１ ＬｏＦ ａｌｌｅｌｅｓ；
Ｒｓ２２３０８０６ ＞ Ａ
＞ ８０ 种突变

Ｒｓ５９２３↑ＣＡＤ
致高 ＴＧ 基因 Ａｐｏ Ｃ⁃ＩＩ １９ｑ１３ ２ ２０７７５０ ＡｐｏＣＩＩ Ｓ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Ｇｌｎ７０Ｐｒｏ
其他易感基因 ＳＴ６ＧＡＬＮＡＣ５

ＣＹＰ２７Ａ１
ＭＥＦ２Ａ
ＬＲＰ６

１ｐ３１ １
２ｐ３５

１５ｑ２６ ３
１２ｐ１３ ２

６１０１３４
６０６５３０
６０８３２０
６１０９４７

Ｇ２９５Ａ （ｐ． ∗３３７Ｑｅｘｔ∗２０ ｓｔｏｐ⁃ｌｏｓｓ）
Ｇ６７４Ａ （ｐ． Ａｒｇ２２５Ｈｉｓ）
２１⁃ｂｐ ｄｅｌ ｉｎ ｅｘｏｎ １１

Ｇ１０７９Ａ （ｐ． Ａｒｇ６１１Ｃｙｓ）
Ｔ１２９８Ｃ （ｐ． Ａｓｎ４３３Ｓｅｒ）

１４％缺失突变及 ２％插入突变。 ５０％以上突变发生在 ６⁃８ 号

外显子之间，１４％在 ２ 号外显子，１４％ 在 ４ 号外显子［２４］ 。 一

项针对 １００ 例 ｐＣＡＤ 患者基因筛查研究，发现 ４ 个 ＣＹＰ２７Ａ１
基因突变位点 （ ｐ． Ａｒｇ１４Ｇｌｙ、 ｐ． Ａｒｇ２６Ｌｙｓ、 ｐ． Ａｌａ２７Ａｒｇ、 ｐ．
Ｖａｌ８６Ｍｅｔ）；Ｉｎａｎｌｏｏｒａｈａｔｌｏｏ 等研究也发现了 １ 个 ＣＹＰ２７Ａ１ 突

变位点（ｐ． Ａｒｇ２２５Ｈｉｓ） ［２５］ 。 然而，基因敲除后，血浆 ＴＣ、ＬＤＬ⁃
Ｃ 水平下降 ２ 倍，ＶＬＤＬ、ＨＤＬ⁃Ｃ 升高 ２ 倍，Ａｓ 风险降低了 １０
倍［２６］ 。 结果表明，ＣＹＰ２７Ａ１ 可调节胆固醇平衡，其活性的改

变易引起 Ａｓ 的发生，从而增加 ｐＣＡＤ 风险。
（３）肌细胞增强因子⁃２Ａ　 肌细胞增强因子⁃２Ａ（Ｍｙｏｃｙｔ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 ２ａ，ＭＥＦ２Ａ）基因是 ２００３ 年人类发现的第一

个 ＣＡＤ 易感基因，位于染色体 １５ｑ２６，全长约 １１５ ～ ３５０ｂｐ。
ＭＥＦ２Ａ 基因在心肌细胞与内皮细胞中均高度表达，可通过

激活 Ｐ３８、ＭＡＰＫ 信号依赖途径介导血管炎症反应。 ＭＥＦ２Ａ
基因突变可通过上调 Ｃ⁃ｊｕｎ 的转录活性，加速 Ａｓ 进程［２７］ 。
此外，也有人认为 ＭＥＦ２Ａ 基因突变导致其蛋白构象发生改

变，减弱 ＭＥＦ２Ａ 介导的转录活性，引起血管内皮发育不良，
进而促进单核细胞的渗出和内皮下基质的暴露，造成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和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生。 ＭＥＦ２Ａ 显性负突变或 沉 默 可 刺 激 细 胞 黏 附 因 子

（ＶＣＡＭ）的增殖、迁移，类似于 Ａｓ 过程中的 ＶＳＭＣ 变化。 统

计大量 ｐＣＡＤ 患者基因筛查研究结果发现，ＭＥＦ２Ａ 基因 ７ 号

外显子存在 ３ 个点突变（Ｎ２６３Ｓ、Ｐ２７９Ｌ、Ｇ２８３Ｄ）、１１ 号外显

子存在 １ 个缺失突变。 Ｇｕｅｌｌａ Ｉ 等对 ２００８ 例意大利早发心肌

梗死患者研究发现，８ 号外显子 ７ 个错义突变和 ２１ 个碱基缺

失［２８］ ；１２ 号外显子 ５ 个突变位点［２９］ 。 近年，随着目标基因

捕获芯片的广泛应用，发现其 ＳＮＰ（ ｒｓ１０５９７５９、ｒｓ３４８５１３６１）
与 ｐＣＡＤ 相关［３０］ 。 大量 ｐＣＡＤ 基因筛查研究均发现 ＭＥＦ２Ａ
基因突变，提示 ＭＥＦ２Ａ 可能为 ｐＣＡＤ 的易感基因，并具备常

染色体显性遗传特征。 赵水平等研究发现，氧化修饰型 ＬＤＬ
（ｏｘ⁃ＬＤＬ）可以不同程度的激活 ＮＦ⁃κＢ，激活的 ＮＦ⁃κＢ 参与了

粘附分子如 ＶＣＡＭ⁃１ 的调节及某些细胞因子的转录调控，

ＭＥＦ２Ａ 基因可能通过影响血管内皮细胞 ＮＦ⁃κＢ 参与内皮功

能的调节，但其与脂代谢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

研究。
（４）ＬＲＰ６　 低密度脂蛋白相关受体蛋白 ６（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ＲＰ６）基因于 １９９８ 年被发

现，位于染色体 １２ｐ１１⁃ｐ１３，含 １６１３ 个氨基酸。 根据报道，
ＬＲＰ 蛋白在早期 Ａｓ 损伤部位的巨噬细胞及平滑肌细胞中高

度表达。 具有细胞内吞功能，可与多种配体结合，如载脂蛋

白 Ｅ（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ＡｐｏＥ）、ｏｘＬＤＬ，进而清除血中富含 ＡｐｏＥ
的脂蛋白残粒。 一项针对伊朗家系的大样本研究发现，ＬＲＰ６
基因发生突变（Ｒ６１１Ｃ） ［３１］ ，可引起 ＬＲＰ６ 蛋白在 Ｗｎｔ 信号传

导通路（心脏的一个关键代谢信号传导途径）上的功能缺失；
此外，针对 ｐＣＡＤ 患者测序研究同样发现多个 ＬＲＰ 基因突变

位 点 （ Ｃ１６０５Ａ、 Ａ３８８Ｔ、 Ｋ８２Ｎ 及 Ｓ４８８Ｙ 等 ） 及 ＳＮＰ
（ｒｓ１１０５４７３１），均导致了 Ｗｎｔ 信号通路活性降低［３２ ⁃ ３３］ 。 提示

ＬＲＰ６ 基因可能通过调控 Ｗｎｔ 信号通路影响 ｐＣＡＤ 易感性。
５． 早发冠心病风险相关的常见脂代谢基因位点汇总

综上所述，常见脂代谢相关基因包括 ４ 类［３４］ ：①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代谢相关基因：ＬＤＬＲ、ＡｐｏＢ⁃１００、ＰＣＳＫ９；②
ＨＤＬ⁃Ｃ 代谢相关基因：ＡＢＣＡ１、 ＬＣＡＴ；③ＴＧ 代谢相关基因：
ＡｐｏＣ⁃ＩＩ；④ 以 及 其 他 易 感 基 因： ＳＴ６ＧａｌＮＡｃ５、 ＣＹＰ２７Ａ１、
ＭＥＦ２Ａ、ＬＲＰ６ 等，表 １。

６． 展望　 早发冠心病（ｐＣＡＤ）是冠心病的一种特殊类

型。 迄今为止，全基因组关联研究（ＧＷＡＳ）发现 １５３ 个冠心

病易感基因位点，其中大部分与脂代谢相关，除上述描述的

常见易感基因外，还包括 Ｌｐ（ ａ）、ＡｐｏＥ、ＡＢＣＧ５ ／ ８ 等多个遗

传易感基因。 然而，截至目前也仅解释了其 １０％ 的遗传特

性。 其中，针对 ｐＣＡＤ 与脂代谢相关的研究尤为少见。 因

此，我们提出应高度关注脂代谢易感基因在 ｐＣＡＤ 中的作

用，为进一步挖掘 ｐＣＡＤ 未知的 ９０％遗传因素及 ｐＣＡＤ 的早

期防治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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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１２５ 与心肺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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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类抗原 １２５（ＣＡ１２５）是临床上筛查恶性肿瘤的常用指

标，多种恶性肿瘤患者血清中 ＣＡ１２５ 的含量升高且升高程度

与肿瘤恶性程度相关［１⁃２］ 。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揭示，
ＣＡ１２５ 和心肺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 本文就目

前 ＣＡ１２５ 与心肺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为早期诊

断、治疗及预测心肺疾病预后提供帮助。
１． 糖类抗原 １２５ 的组织结构与生物学特性

ＣＡ１２５ 是一个高度糖基化的膜结合粘蛋白，是由 ＭＵＣ１６
基因进行编码 ［３］ 。 ＣＡ１２５ 是一种高分子量（２０ ～ １００ｋｕ）但

结构不均一的糖蛋白，主要由半乳糖、Ｎ⁃乙酰氨基葡萄糖和

Ｎ⁃乙酰氨基半乳糖链构成，蛋白部分富含丝氨酸，主要在机

械应力和炎症剌激的作用下产生［４］ 。 在 ＣＡ１２５ 肽链上含有

１ 个特异性的和 ２ 个重要的抗原决定簇，Ｏｃｌ２５ ＭＡｂ 识别决

定簇 Ａ，Ｍ１１ ＭＡｂ 识别决定簇 Ｂ，Ｏｖｌ９７ ＭＡｂ 识别决定簇

Ｃ［５］ 。 ＣＡ１２５ 属于膜结合型黏蛋白，多于呼吸道、胃肠道、泌
尿生殖道的上皮细胞表达，相对分子质量为 ２００ ０００ ～ １ ０００
０００，然后通过酶裂解从细胞表面脱落进入血液，半衰期约

为 ５ｄ。
既往研究已经发现 ＣＡ１２５ 可能促进多种肿瘤细胞（如

卵巢癌、乳腺癌、宫颈癌等） 增殖及抑制机体抗肿瘤免疫反

应［６⁃７］ 。 近来有研究发现 ＣＡ１２５ 与心力衰竭、冠心病、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肺源性心脏病具有相关性，有可能为心肺疾病

的诊断、治疗及预后提供帮助。
２． 糖类抗原 １２５ 与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是老年患者常见的循环系统疾病之一，是各种

心血管疾病发展的最终阶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临床症候

群。 随着我国老龄化形势的加剧，心力衰竭发病率呈增高趋

势［８］ 。 有研究表明，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与临床症状、血流动力

学、超声参数密切相关等指标密切相关，并且随着病情的变

化而变化［９］ 。 心力衰竭患者尤其是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会随病情进展从而呈现动态变化，且在心力衰竭

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ＣＡ１２５ 水平会逐渐降低［１０］ 。
血清 ＣＡ１２５ 与心脏超声指数密切相关，有研究指出在慢

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升高，且升高水平与多普勒

二尖瓣血流 Ｅ 峰、Ｅ ／ Ａ 比值、等容舒张时间、左心室射血分

数、左心室收缩和舒张末期内径等指标密切相关［１０⁃１１］ 。
Ｙｉｌｍａｚ 等［１２］研究显示：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同左心室射血分数

存在负相关，与收缩期肺动脉压（ｓＰＡＰ）存在正相关，提示血

清 ＣＡ１２５ 有可能成为射血分数降低的预测因子，右心室扩张

的患者较右心室不扩张的往往具有更高的 ＣＡ １２５ 水平，提
示 ＣＡ１２５ 可能与右心力衰竭相关。

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与 ＢＮＰ 密切相关。 一项研究指出，
ＣＡ１２５ 和 ＢＮＰ 联合检测比只检测 ＢＮＰ 或 ＣＡ１２５ 能更密切地

反映心脏功能，特别是在评估短期治疗更有价值，同时能更

好地优化短期的危险分层［１３］ 。 一项比较 ＣＡ１２５ 与 ＮＴ⁃ｐｒｏＢ⁃
ＮＰ 对心力衰竭患者预后前瞻性研究发现，ＣＡ１２５ 水平 ＞
３２Ｕ ／ ｍＬ 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 ５ ３００ｎｇ ／ Ｌ 时，对心力衰竭患者的不

良心血管事件及死亡具有独立的预测价值，提出 ＣＡ１２５ 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是同等可靠的心力衰竭标志物［１４］ 。 有研究指出，
即使在射血分数正常的女性心力衰竭患者中，检测 ＣＡ１２５ 都

具有价值，ＣＡ１２５ 极有可能成为继 ＢＮＰ 后的第二个心力衰竭

标志物［１５］ 。 一项研究提出 ＣＡ１２５ 这种简便的非创伤性的实

验室指标可能与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相关，将成为监测心功能

不全、疾病进展以及预测预后的有用手段之一［１６］ 。 在心力

衰竭患者中，联合检测 ＣＡ １２５ 与 ＢＮＰ 较单独检测 ＣＡ １２５ 或

ＢＮＰ 可以更好的指导治疗，评价疗效、预测预后及减少心血

管不良事件的发生。
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与心力衰竭预后密切相关。 Ｖｉｚｚａｒｄｉ

等［１７］在一项随访研究中发现，ＣＡ１２５ 水平高的心力衰竭患

者住院时间长于 ＣＡ１２５ 水平正常的心力衰竭患者，ＣＡ１２５ 水

平与心力衰竭短期预后密切相关，在（６ ± ３）个月的随访中，
观察 ＣＡ１２５ ＞ ３５Ｕ ／ Ｌ 心力衰竭患者其病死率与再住院率高

于 ＣＡ１２５ ＜ ３５Ｕ ／ Ｌ 的心力衰竭患者，提示较高水平的 ＣＡ １２５
是心力衰竭心血管事件和再住院率的预测指标。 Ｍｉｎａｎａ
等［１８］在纳入 ２９３ 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研究中发现在出院

后第一次随访时（中位数 ３１ｄ）ＣＡ１２５ ＞ ３５Ｕ ／ ｍＬ 的患者的心

力衰竭再入院率是其正常的 ３ 倍。 Ｎｕｎｅｚ 等［１９］ 在纳入 １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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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的他汀治疗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随访研究（中位数

２０ 个月）发现，在 ＣＡ１２５ ＞ ３５ Ｕ ／ ｍＬ 组中，他汀治疗的病死

率较低，而 ＣＡ１２５ ＜ ３５ Ｕ ／ ｍＬ 组中，他汀治疗的病死率没有

统计学差异。 他汀类药物主要通过抗炎作用改善急性心力

衰竭患者的预后，揭示 ＣＡ１２５ 可能与炎症反应有关，证明

ＣＡ１２５ 作为一种炎症标志物可能与心力衰竭关系密切。
３． 糖类抗原 １２５ 与冠心病

冠心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Ｄ）是一种最常见的心

脏病，是指因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而引起的心肌机能障

碍和（或）器质性病变。 冠心病是全球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

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１ 年的报告，中国的冠心病死亡人

数已列世界第二位。 近来已有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的心功

能降低与冠心病患者外周血清 ＣＡ１２５ 浓度间呈负相关

关系［１０］ 。
冠心病的发生与发展与各种细胞因子具有相关性，机体

内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及心肌细胞均合成和释

放 ＴＮＦ⁃α、 ＩＬ⁃２ 及 ＩＬ⁃６ 均可促使冠心病的发生与发展。
Ｓａｎｃｈｅｚ 等［２０］研究指出，ＩＬ⁃６ 升高与 ＣＡ１２５ 升高具有密切相

关性，提出联合检测生物指标，有助于确定患者的风险。 同

时有研究指出，ＣＡ１２５ 与儿茶酚胺的上升水平平行，可使得

冠心病患者的交感活性亢进从而导致血流动力学紊乱，可提

示更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２１］ 。 ＣＡ１２５ 有可能成为诊断冠心

病和评估冠状动脉狭窄的一个重要标志物。
４． 糖类抗原 １２５ 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 是一种进行性、不完全可逆

性气流受限为特点的慢性炎症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种常见

病、多发病，其病呈进行性发展，严重影响着人类的身体健

康。 近年已有研究表明，ＣＡ１２５ 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生

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一项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肺动脉高压的研究指

出，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组、未合并肺动脉

高压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组及正常对照组，各组间进行比

较，血清 ＣＡ１２５ 浓度呈阶梯样上升，各组间血清 ＣＡ１２５ 浓度

具有显著差异性， ＣＡ１２５ 浓度与肺动脉收缩压密切相

关［２２⁃２３］ 。 Ｙｉｌｍａｚ 等［２４］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伴有右心功能失代偿期的患者中，其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原因可能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者增大的右心室使心肌细胞发生变化有关。 ＣＡ１２５ 可能

成为监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心功能的一个指标。
４． 糖类抗原 １２５ 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是由肺组织、肺血管或

胸廓的慢性病变，引起肺动脉高压，进而右心室扩张或肥厚，
会导致右心衰竭的心脏病，常提示预后不良［２５⁃２６］ 。

相关研究指出，ＣＡｌ２５ 对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心功能

不全有提示作用［２７］ ，其心功能不全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 浓度的

升高考虑可能是由于心包胸膜或其他间皮细胞受到刺激及

产生相关炎症因子有关［２８］ 。 有研究指出，慢性肺源性心脏

病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 升高可能与肝淤血合并腹水、腹膜间皮细

胞活性增加等因素相关［２９］ 。 新近研究显示，肺动脉高压引

起的肺血管血管重构的过程中，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调节肺

动脉血管壁细胞外基质代谢紊乱是主要的形态学特征。 在

应用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的肺心病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

会相应降低［３０］ 。
５． 展望

近年关于 ＣＡ１２５ 与心肺疾病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仍有一些问题：①在心血管疾病方面、ＣＡ１２５ 的研究多集

中在心力衰竭与冠心病领域，其与心肌梗死等其他心血管疾

病研究较少，尚需进一步研究。 ②在肺部疾病方面，ＣＡ１２５
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研究多是通过小

样本研究得出结论，样本含量有限，仍然需要大规模临床试

验验证。 ③ＣＡ１２５ 的变化与心肺功能的异常与炎症因子及

内皮细胞密切相关，而其变化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总之，ＣＡ１２５ 与心肺疾病的关系仍需继续研究，以期为早期

诊断、治疗及预测心肺疾病预后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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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甘辉立教授主编的《肺动脉栓塞学》一书，已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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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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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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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医学生。

本刊编辑部

３５８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０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０



·读者·作者·编者·
〈摘要〉

统计学方法的正确使用问题（一）
１． 忽略统计学方法使用的前提条件　 随着统计软件的广泛应用，有些医学生获得数据后直接选择软件

中常见的几种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完全不考虑本研究的数据是否满足该方法的使用条件。 例如，医学研究

中经常要进行两组或多组间均数的比较，有些医学生直接就采用 ｔ 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统计。 实际上，ｔ 检
验和方差分析都是参数检验，需要满足前提条件：正态性和方差齐性。 正态性是指各组资料要服从正态分布

（或近似正态分布）；方差齐性指各组资料取自的总体方差相等。 目前常用的统计软件都可以对资料的正态

性和方差齐性进行验证，但是很多学生都忽略了这一步，因而可能出现统计学问题。 只有按照各种统计学方

法自身的适用条件来合理使用，统计方法才能成为发现数据内在统计规律的有力工具。
２． 忽略研究设计，盲目套用统计方法　 （１） 误用 ｔ 检验处理单因素多水平资料：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是医

学论文中最常用的、也通常被认为是最简单的统计学方法，然而实际应用中的正确率却低于 １０％ ［２］。 除了

上述的说明不清楚和忽略使用条件的问题外，忽略研究设计也常常是导致 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使用错误的原

因。 对于呈正态分布的单因素多水平定量资料，两组间的比较可用 ｔ 检验；两组以上资料的比较则需选用方

差分析。 有些医学生简单地使用 ｔ 检验来处理多组间的比较。 这样做的问题是由于多次采用 ｔ 检验，增加

了假阳性错误的概率；同时失去了原来多组设计的意义，不能给出概括性的结论，因此结论不可靠。 正确的

方法是当满足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时应采用单因素多水平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当检验结果为各组总体均

数间不完全相等时，再进一步进行组间均数的两两比较。 如果当任何两个均数之间都要比较，可采用 ＳＮＫ
法，而如果要分别将各试验组与同一个对照组比较，可采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 法。 当资料不满足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

时，需对资料进行数据正态化处理或采用秩和检验。
（２）误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处理重复测量的资料：医学研究中常需要对同一受试对象的某项指标在不同

时点进行重复测量，此类资料即为重复测量的资料，例如研究对象服用某种药物后多个时间点的血压值。 由

于同一个体不同次测量的结果往往存在相关性，这时用单因素多水平方差分析来比较不同时点的测量结果

是不恰当的，因为单因素方差分析要求各比较组间是独立的。 如果仅将两个时间点上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

配对 ｔ 检验则割裂了原来多组比较的整体设计。 正确方法的方法是先判断重复测量数据之间是否存在相关

性（如 ＳＰＳＳ 的球形检验），如不存在相关性，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即可；如存在相关性，则需进行重复测量

数据的方差分析［３］。
（３）误用 χ２ 检验处理有序的列联表资料：对于定性资料，很多医学生都会直接应用 χ２ 检验来处理。 实

际上，因研究设计的不同，定性资料的列联表又分为双向无序的列联表、单向有序的列联表和双向有序的列

联表等不同类型。 对于双向无序的列联表，可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分析。 但需注意的是在列联表的 χ２ 检验中，若
Ｐ ＜０ ０５，只能得出总的结论。 如需进行两两比较时，因为重复多次的检验将使第一类错误扩大，因此需重新设

定检验水准，通常采用 α′ ＝ α ／ Ｎ，其中 Ｎ 为所需检验的次数［４］。 此外，医学研究中还经常将某种定性的测量指

标分成若干个有序的等级，如疾病的不同严重程度和预后的不同水平等，然后分类计数各组研究对象的具体状

态。 这种资料属于有序的（等级的）列联表资料，看似可以用 χ２ 检验处理，但 χ２ 检验只能比较各组的构成，而
与顺序或等级无关，因而此类资料应采用与分组顺序有关的检验方法，如秩和检验和 Ｒｉｄｉｔ 分析等［５］。

（４）将非同质的研究对象合并进行相关分析：临床研究中经常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设计，如糖尿病患者

和正常对照，有时还需按患者的不同特征分为多组，如血糖正常、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减低和糖尿病四种情

况。 为了突出总样本量，有些医学生把所有研究对象合计在一起进行分析。 事实上，由于各组研究对象在生

物学特征上可能有明显差异，这种合并分析需特别谨慎。 尤其是进行相关分析时，指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组

之间可能完全不同，即研究对象不同质，因此不应合并在一起进行相关分析。
（摘自《心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５ 年 ２１９ 页，作者：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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