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肺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编辑顾问　 ＥＤＩＴＯＲ ＡＤＶＩＳＥＲ　 孙衍庆 ＳＵＮ Ｙａｎｑｉｎｇ　 张兆光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游苏宁 ＹＯＵ Ｓｕｎｉｎｇ

主　 　 编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陈宝田 ＣＨＥＮ Ｂｏｔｉａｎ

执行主编　 ＥＸＥＣＵＴＶＩＶＥ ＥＤＩＴＯＲ　 周其文 ＺＨＯＵ Ｑｉｗｅｎ　 吴学思 ＷＵ Ｘｕｅｓｉ

副 主 编　 ＤＥＰＵＴＹ ＣＨＩＥＦ ＥＤＩＴＯＲＳ（以汉语拼音为序）

龚庆成 ＧＯ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吕树铮 ＬＶ Ｓｈｕｚｈｅｎｇ　 　 　 　 　 　 　 　 刘迎龙 ＬＩＵ Ｙｉｎｇｌｏｎｇ
马长生 ＭＡ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卿恩明 ＱＩＮＧ Ｅｎｍｉｎｇ 孙立忠 ＳＵＮ Ｌｉｚｈｏｎｇ
温绍君 ＷＥＮ Ｓｈａｏｊｕｎ　 吴庆华 ＷＵ Ｑｉｎｇｈｕａ　 吴学思 ＷＵ Ｘｕｅｓｉ
杨新春 ＹＡＮＧ Ｘｉｎｃｈｕｎ　 张兆琪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ｑｉ 赵　 冬 ＺＨＡＯ Ｄｏｎｇ
周其文 ＺＨＯＵ Ｑｉｗｅｎ　 周玉杰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ｅ

编　 　 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Ｓ（以汉语拼音为序）

毕　 齐 ＢＩ Ｑｉ
陈宝田 ＣＨＥＮ Ｂａｏｔｉａｎ
陈保生 ＣＨＥＮ Ｂａｏｓｈｅｎｇ
陈　 东 ＣＨＥＮ Ｄｏｎｇ
陈　 方 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
陈韵岱 ＣＨＥＮ Ｙｕｎｄａｉ
陈　 湛 ＣＨＥＮ Ｚｈａｎ
陈　 忠 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
董建增 ＤＯＮＧ Ｊａｎｚｅｎｇ
董培青 ＤＯＮＧ Ｐｅｉｑｉｎｇ
董　 然 ＤＯＮＧ Ｒａｎ
杜　 杰 ＤＵ Ｊｉｅ
高明哲 ＧＡＯ Ｍｉｎｇｚｈｅ
龚庆成 ＧＯ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顾承雄 ＧＵ Ｃｈｅｎｇｘｉｏｎｇ
顾　 虹 ＧＵ Ｈｏｎｇ
韩　 玲 ＨＡＮ Ｌｉｎｇ
何凤俊 ＨＥ Ｆｅｎｇｊｕｎ
何作祥 ＨＥ Ｚｕｏｘｉａｎｇ
侯晓彤 ＨＯＵ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黄方炯 ＨＵＡＮＧ Ｆａｎｇｊｉｏｎｇ
黄益民 ＨＵＡＮＧ Ｙｉｍｉｎｇ
洪昭光 ＨＯＮＧ 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纪树国 ＪＩ Ｓｈｕｇｕｏ
孔晴宇 ＫＯ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
金　 梅 ＪＩＮ Ｍｅｉ
金　 鸣 ＪＩＮ Ｍｉｎｇ
金征宇 ＪＩＮ Ｚｈｅｎｇｙｕ
柯元南 ＫＥ Ｙｕａｎｎａｎ
来永强 ＬＡＩ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黎　 健 ＬＩ Ｊｉａｎ
李清朗 ＬＩ Ｑｉｎｇｌａｎｇ
李温斌 ＬＩ Ｗｅｎｂｉｎ
李　 昕 ＬＩ Ｘｉｎ
李治安 ＬＩ Ｚｈｉａｎ
李志忠 ＬＩ Ｚｈｉｚｈｏｎｇ
卢家凯 ＬＵ Ｊｉａｋａｉ
刘　 双 ＬＩＵ Ｓｈｕａｎｇ
刘文娴 ＬＩＵ Ｗｅｎｘｉａｎ
刘小慧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ｈｕｉ
刘迎龙 ＬＩＵ Ｙｉｎｇｌｏｎｇ

罗　 毅 ＬＵＯ Ｙｉ
吕树铮 ＬＵ Ｓｈｕｚｈｅｎｇ
马长生 ＭＡ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马临安 ＭＡ Ｌｉｎａｎ
毛节明 ＭＡＯ Ｊｉｅｍｉｎｇ
孟　 旭 ＭＥＮＧ Ｘｕ
区颂雷 ＯＵ Ｓｏｎｇｌｅｉ
卿恩明 ＱＩＮＧ Ｅｎｍｉｎｇ
宋瑞蓂 ＳＯＮＧ Ｒｕｉｍｉｎｇ
孙立忠 ＳＵＮ Ｌｉｚｈｏｎｇ
汪家瑞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ｒｕｉ
王浩彦 ＷＡＮＧ Ｈａｏｙａｎ
王惠玲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ｇ
王金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
王绿娅 ＷＡＮＧ Ｌｕｙａ
王　 蒨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
王天佑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ｙｏｕ
温绍君 ＷＥＮ Ｓｈａｏｊｕｎ
吴庆华 ＷＵ Ｑｉｎｇｈｕａ
吴学思 ＷＵ Ｘｕｅｓｉ

吴兆苏 ＷＵ Ｚｈａｏｓｕ
许尚栋 ＸＵ 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颜红兵 ＹＡＮ Ｈｏｎｇｂｉｎｇ
姚崇华 ＹＡＯ Ｃｈｏｎｇｈｕａ
杨新春 ＹＡＮＧ Ｘｉｎｃｈｕｎ
易定华 ＹＩ Ｄｉｎｇｈｕａ
勇　 强 ＹＯＮＧ Ｑｉａｎｇ
张宏家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ｉａ
张慧信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ｘｉｎ
张健群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ｑｕｎ
张维君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ｊｕｎ
张英川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ｃｈｕａｎ
张兆琪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ｑｉ
张志泰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ｔａｉ
赵　 冬 ＺＨＡＯ Ｄｏｎｇ
周其文 ＺＨＯＵ Ｑｉｗｅｎ
周迎生 ＺＨＯＵ 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周玉杰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ｅ
朱光发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ｆａ
朱小玲 ＺＨＵ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本刊稿约见本期封三至封四
本期执行主编： 周其文
本期执行编委： 陈宝田　 李温斌　 吴学思　 吴庆华　 许尚栋　 王绿娅　 卿恩明　 陈　 东　 韩智红　 于　 薇

本期责任编辑： 张　 虹　 吴桂贤　

英文编辑： 李　 岩　 高元明　 金泽宁　 刘　 静　 刘　 巍

统计学编辑： 刘　 静　 王文化　 曾哲淳　 杨晓辉　 左惠娟

编　 　 辑： 李琪凡　 马思聪

〔期刊基本参数〕 ＣＮ １１⁃３０９７ ／ Ｒ∗１９８２∗Ｂ∗Ａ４∗ｚｈ∗Ｐ∗ ￥ １８． ００∗　 　 ∗２１∗２０１６⁃１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月刊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创刊　 　 第 ３５ 卷　 第 １１ 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出版

主　 管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办

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出版单位

《心肺血管病杂志》编辑部

１０００２９，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 ２
号　 北京安贞医院内

电话：（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传真：（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ｆｘｚ． ｃｂｐｔ． ｃｎｋｉ． 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ｘｆｘｇ８８８８＠ １６３． ｃｏｍ

编辑顾问　 孙衍庆　 张兆光

游苏宁

名誉社长　 吴兆苏

社长兼编辑部主任　 周玉杰

主　 编　 陈宝田

编辑部副主任　 李温斌　 许尚栋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０１８４ 号

印　 刷

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发　 行

国内：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外：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

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３９９ 信箱，１０００４４

国外发行代号 ＢＭ１４４７）

订　 购

全国各地邮电局

邮发代号　 ８２ － ６３６
定　 价

全年 ２１６． ００ 元　 每期 １８． ００ 元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 － ５０６２
ＣＮ １１ － ３０９７ ／ Ｒ

２０１６ 年版权归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

研究所 －北京安贞医院所有

目次

临床论著

　 心肺血管内科

　 合并永存左上腔的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

　 射频消融的特点 梁　 卓　 王云龙　 韩智红等　 ８５５……………………

安体舒通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

　 剂量效应的研究 王朝驹　 董　 越　 兰　 怡　 　 ８６０……………………

先天性心脏病心肌肥厚患者心肌组织

　 Ｊａｎｕｓ 激酶 ／ 信号转导子 ／ 转录激活子

　 基因表达的变化及意义 王先梅　 严　 睿　 段亚南等　 ８６４……………

　 心胸血管外科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术式

　 改变 １５６ 例分析 周明阳　 张健群　 毛　 斌等　 ８６８……………………

瓣膜置换术后引流液血红蛋白含量变化

　 指导自体血回收最佳时段的研究

　 陈越岭　 郝兴海　 贾　 明等　 ８７１………………………………………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Ⅱ型内漏

　 的诊断和治疗 寇　 镭　 陈　 忠　 唐小斌等　 ８７５………………………

非发绀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行 ＣＴ 检查

　 的麻醉处理 吕誉芳　 赵丽云　 林培容等　 ８８０…………………………

　 超声及影像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体外循环术后急性

　 肺损伤超声表现及临床意义 李　 滨　 武云静　 李召彬等　 ８８３………

　 临床病理

　 ２００ 例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尸体解剖分析

　 商建峰　 贺晨宇　 陈　 东等　 ８８６………………………………………

原发性心脏淋巴瘤 １ 例及文献复习

　 朱　 庆　 贺晨宇　 陈　 东等　 ８９０………………………………………



基础研究

　 Ｃａｒｔｏ 标测下双极射频消融术治疗实验猪室壁瘤相关室性

　 心动过速的研究 刘长城　 顾承雄　 李　 波等　 ８９２…………………………………………………………

基于 ｉＰＳＣ 诱导分化具有电生理活动的心肌细胞的方法的研究 李弘夏　 刘涛燕　 吴福建等　 ８９６………

个案报道

　 脑栓塞为首发症状左心房黏液瘤合并早孕 １ 例 李俊生　 马　 捷　 施阳阳　 　 ９００…………………………

起源于左冠状窦内的室性期前收缩射频消融治疗致

　 左主干痉挛 １ 例 耿　 雨　 周玉杰　 刘宇扬　 　 ９０１…………………………………………………………

以反复发作晕厥为表现的肺癌 １ 例 王　 森　 张毅刚　 王海波等　 ９０４………………………………………

急性腹主动脉骑跨栓塞合并脑栓塞 １ 例 赵伟涛　 张　 帆　 杨福记等　 ９０６…………………………………

综述

　 血小板蛋白质组学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及进展 王春键　 王　 芳　 陈　 烨　 　 ９０７………………………

平均血小板体积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郭亚妮　 高　 燕　 王　 京等　 ９１１……………

胎盘生长因子在临床疾病相关作用的研究进展 刘思华　 张　 军　 　 ９１４…………………………………

他汀类药物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研究进展 李　 曼　 于　 波　 　 ９１９……………………………………

读者·作者·编者

《心肺血管病杂志》对一稿两投处理的声明 　 ８６３……………………………………………………………

声明 　 ８８９………………………………………………………………………………………………………

三线表的规范格式 　 ９１０………………………………………………………………………………………

医学期刊论文中常见统计学错误 　 ９１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８２　 　 Ｖｏｍｕｍｅ ３５，Ｎｕｍｂｅｒ 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６，２０１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

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Ｆａｘ：（０１０）６４４５６２２０
ｈｔｔｐ： ／ ／ ＸＦＸＺ． ｃｂｐｔ． ｃｎｋｉ． 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ｘｆｘｇ８８８８＠ １６３． ｃｏｍ

Ｅｄｉｔｏｒ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ＳＵＮ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ＹＯＵ Ｓｕｎｉｎｇ
Ｈｏｎａｒａ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Ｕ Ｚｈａｏｓｕ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ＺＨＯＵ Ｙｕｊｉ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ＣＨＥＮ Ｂａｏｔｉａｎ
Ｄｅｐｕ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ＬＩ Ｗｅｎｂｉｎ　 ＸＵ 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ｉｓｈａｎ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 Ｏ． Ｂｏｘ ３９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 Ｃｏｄｅ Ｎｏ．
ＢＭ １４４７Ｑ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

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ＣＮ １１⁃３０９７ ／ Ｒ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２０１６ ｂｙ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Ｌｕ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ｚｈ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Ｎｉｎ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Ｖ ｎｏｄａｌ ｒｅｅｎｔｒａｎｔ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ｌｅｆｔ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ｖｅｎａ ｃａｖａ

　 Ｌ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ＷＡＮＧ Ｙｕｎｌｏｎｇ， ＨＡＮ Ｚｈｉ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８５５……………………………………………

Ｄｏ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ｐｉｒｏｎ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ｊｕ， ＤＯＮＧ Ｙｕｅ， ＬＡＮ Ｙｉ 　 ８６０……………………………………………………………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ｊａｎｕｓ ｋｉｎａｓｅｓ⁃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ｍｅｉ， ＹＡＮ Ｒｕｉ， ＤＵＡＮ Ｙａｎａｎ，ｅｔ ａｌ 　 ８６４…………………………………………………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１５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ｏｆｆ⁃ｐｕｍｐ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ＺＨＯＵ Ｍｉｎｇ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ｑｕｎ， ＭＡＯ Ｂｉｎ，ｅｔ ａｌ 　 ８６８…………………………………………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ｌｏｓｓ ｉｎ ｓｈｅｄ 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ａｆｔｅｒ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ＨＥＮ Ｙｕｅｌｉｎｇ， ＨＡＯ Ｘｉ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 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８７１………………………………………………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ＩＩ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ｒｅｐａｉｒ

　 ＫＯＵ Ｌｅｉ， 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ｉｎ，ｅｔ ａｌ 　 ８７５…………………………………………………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ｃｙａｎｏｔｉｃ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Ｖ Ｙｕｆ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Ｌｉｙｉｕ， ＬＩＮ Ｐｅｉ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８８０…………………………………………………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ｎｇ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ＬＩ Ｂｉｎ， ＷＵ Ｙｕｎｊｉｎｇ， ＬＩ Ｚｈａｏｂｉｎ，ｅｔ ａｌ 　 ８８３…………………………………………………………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ｆ ｆｅｔｕｓ

　 Ｓ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ＨＥ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ＥＮ 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 　 ８８６………………………………………………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ｃａｒｔｏ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ｉｎ ｓｗ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ＧＵ Ｃｈｅｎｇｘｉｏｎｇ， ＬＩ Ｂｏ， ｅｔ ａｌ 　 ８９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ＬＩ Ｈｏｎｇｘｉａ， ＬＩＵ Ｔａｏｙａｎ，ＷＵ Ｆｕｊ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８９６……………………………………………………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８１１００１２６），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卫生

技术人才培养计划资助（项目编号：２０１５⁃３⁃０５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

肺血管病研究所 心内科

通信作者：任学军，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射频消

融治疗，心律失常的诊断与治疗。 Ｅ⁃ｍａｉｌ：ｒｅｎｘｕｅｊｕｎ＠ １２６． ｃｏｍ

·临床论著·

合并永存左上腔的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
射频消融的特点

梁 卓　 王云龙　 韩智红　 张俊蒙　 任学军

　 　 ［摘要］ 　 目的：回顾总结合并永存左上腔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ＡＶＮＲＴ）患者的电生理特点以及

射频消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连续入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本中心采用射频消融治疗的

典型 ＡＶＮＲＴ 患者 ３７５ 例，其中有 ９ 例（２ ４％ ）患者合并有永存左上腔，分析其射频消融成功靶点的特

点。 结果：９ 例合并有永存左上腔的患者中，女性 ８ 例（８８ ９％ ），平均年龄（６２ ３ ± ７ ２）岁，平均发病年

龄（３５ ６ ± ５ ８）岁。 其中仅 ２ 例在常规的慢径靶点位置消融成功，其余 ７ 例需要在冠状窦前缘距离窦口

１ｃｍ 以内位置才能消融成功。 成功消融靶点为相对复杂的心房电位和大的心室电位（心房电位 ／心室电

位振幅比值 ＞ １∶ ３），和常规靶点位置相比阻抗升高大约 ２０Ω。 结论：对于合并永存左上腔的 ＡＶＮＲＴ 患

者，射频消融是安全和可行的，大部分成功消融靶点位于冠状窦前缘距离窦口 １ｃｍ 以内的非常规位置。
［关键词］ 　 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永存左上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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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ｉｎｕ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１ ｃ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ｓｔｉ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ｒｉｏ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ｏｄｅ ｒｅｅｎｔｒａｎｔ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ｌｅｆｔ ｓｕｐｅｒｉ⁃
ｏｒ ｖｅｎａ ｃａｖａ

　 　 在 Ｋｏｃｈ 三角射频消融房室结慢径区治疗房室

结折返性心动过速（ＡＶＮＲＴ）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

说是安全有效的［１⁃２］。 永存左上腔是静脉系统常见

的解剖变异之一［３⁃４］， 一些病例报道探索了合并永

存左上腔 ＡＶＮＲＴ 的慢径消融策略和靶点选择［５⁃８］，
但均属于个案经验，结论不一。 本研究属于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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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顾性研究，回顾总结了该组患者的电生理特点

和最佳消融靶点选择。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本中心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共收治 ３７５ 例 ＡＶＮＲＴ 患者， 其中有 ９ 例

（２ ４％ ）患者合并有永存左上腔。 这 ９ 例患者在行

超声心动图检查时提示冠状窦口异常扩大（图 １），
窦性心律时行升主动脉中部至横隔的双源 ＣＴ 扫描

（静脉注射优维显造影剂 １２０ｍＬ），通过 ＣＴ 影像的

后处理三维重建出心脏模型进一步证实永存左上腔

的存在（图 ２）。

图 １　 合并永存左上腔超声动图像　 Ａ：显示正常的冠状窦直径 ０ ６５０ｃｍ（绿箭头）；Ｂ：显示永存左上腔患者异常扩大的冠状窦直径

１ ８３ｃｍ（绿箭头）；Ｃ：显示超声影像下的永存左上腔（绿箭头）

图 ２　 心脏双源 ＣＴ 图像　 Ａ：前后位；Ｂ：左前斜；Ｃ：左侧位，异常扩大的冠状窦和永存左上腔静脉。 注：ＲＡＡ：右心耳； ＲＡ：右心房；
ＬＡ：左心房； ＬＡＡ：左心耳； ＣＳ：冠状窦；ＰＬＳＶＣ：永存左上腔

２． 方法与步骤　 所有患者在行电生理检查前停

用所有抗心律失常药物至少 ５ 个半衰期，常规查血

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和凝血功能。 术前签署知情

同意书。 股静脉穿刺后，Ｘ 线透视下将 ２ 根四极电

极分别放置在右心室和希氏束，左侧锁骨下静脉穿

刺，将冠状窦十极通过左侧锁骨下静脉、永存左上腔

静脉直接放置在扩大的冠状窦内。 电生理检查包括

心房、心室的程控和连续刺激，刺激强度为 ２ 倍的夺

获阈值。 排除旁路存在后，如果存在 ＡＨ 跳跃现象

并诱发出以希氏束逆传为中心型的窄 ＱＲＳ 波心动

过速，考虑诊断为 ＡＶＮＲＴ，如果无法明确诊断，可给

予心室早发、晚发期前收缩刺激、心室拖带等进行鉴

别诊断。 如果心动过速不能被诱发，则给予静滴异

丙肾，使基础心率提升 ２０％左右再进行刺激检查。
当 ＡＶＮＲＴ 被诱发出来并诊断明确后，通过右

股静脉将 ４ｍｍ 非冷 ０． ９％ 氯化钠液灌注消融导管

放置在右心房，在 ＣＡＲＴＯ 系统和 Ｘ 线左前斜 ４５°及
右前斜 ３０°透射下对右心房和（或）冠状窦进行标

测。 先在三尖瓣环间隔侧 Ｋｏｃｈ 三角内冠状窦口前

缘水平标测有无典型的慢电位（复杂碎裂的小 Ａ
波），如果在较低的水平没有记录到慢电位，逐渐抬

高消融导管头端位置，直到希氏束下端。 如果电位

标测不理想，采用解剖标测法，即选择 Ａ ／ Ｖ 振幅比

例大约 １∶ ４左右的冠状窦口水平做为消融靶点。 消

融采用温控法，３５ ～ ４０Ｗ，５５℃。 如果放电 １０ｓ 内不

出现交界区反应，则停止放电，调整导管位置。 如果

在放电交界区反应过程中出现 Ａ 波无逆传，立即停

止放电。 如果在常规消融靶点处放电无交界区反

应，消融导管头端放置在冠状窦内进行标测和消融。
与消融前相似的电生理检查不能再诱发心动过速作

为手术终点。 慢电位的标准参照既往 Ｈａｉｓｓａｇｕｅｒｒｅｅｔ
等［１］的研究。

３． 随访　 所有患者术后 １ 个月、６ 个月和 １２ 个

月进行电话随访，患者还有既往相似的心悸不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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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的心电图，作为术后复发标准。
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进行统计学分

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间均数比

较采用 ｔ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一般情况：９ 例合并永存左上腔的 ＡＶＮＲＴ 患

者中，有 ８ 例为女性 （８８ ９％ ），入院时平均年龄

（６２ ３ ± ７ ２）岁，平均发病年龄为（３５ ６ ± ５ ８）岁。
９ 例患者均没有合并其他器质性心脏病。 ３ 例患者

曾在外院接受过一次射频消融治疗没有成功。

图 ３　 三维超声心动图图像　 Ａ：Ｋｏｃｈ 三角常规消融靶点位置消融成功的患者中记录到

的碎裂的小 Ａ 大 Ｖ，Ａ ／ Ｖ 振幅≈１∶ ４； Ｂ：冠状窦内消融成功的患者在 Ｋｏｃｈ 三角常规消融

靶点位置解剖标测法记录到的小 Ａ 小 Ｖ，Ａ ／ Ｖ 振幅≈１∶ ４，此电位消融无效；Ｃ：在异常扩

大的冠状窦后缘、上缘和下缘记录到的大 Ａ 小 Ｖ 电位，Ａ ／ Ｖ 振幅≈４∶ １，此电位消融无效；
Ｄ：在冠状窦前缘记录到的相对复杂碎裂的小 Ａ 大 Ｖ，Ａ ／ Ｖ 振幅 ＞ １∶ ３，此电位消融有效

（放大倍数 × １６）。 Ｅ：在冠状窦前缘记录到小 Ａ 大 Ｖ 后放电，放电后出现交界区反应。
注：ＡＢＬ：放电开始

２． 标测和消融：通过三维及二维影像标测，２ 例

患者在常规消融靶点处，即 Ｋｏｃｈ 三角区域冠状窦口

和三尖瓣环之间标测到相对复杂碎裂小 Ａ 波大 Ｖ
波（Ａ ／ Ｖ 振幅≈１ ／ ４）（图 ３Ａ），在该处放电 １０ｓ 内出

现交界区反应并成功根治 ＡＶＮＲＴ，靶点处阻抗分别

为 １２８Ω 和 １３８Ω，总的手术时间分别为 ５８ｓ 和 ６５ｓ，
总的 Ｘ 线透视时间分别为 ５ ６ｍｉｎ 和 ６ ５ｍｉｎ，射频

消融时间分别为 １６０ｓ 和 ２００ｓ。
另外 ７ 例患者，在常规消融靶点处无法记录到

慢电位，解剖标测法记录到小 Ａ 大 Ｖ（图 ３Ｂ），放电

也无效。 消融导管头端放置在扩大的冠状窦内进行

标测。 最初的 ２ 例患者中，对冠状窦口附近的冠状

窦后缘、上缘、下缘进行了标测，标测电位为大 Ａ 小

Ｖ 波（Ａ ／ Ｖ 振幅≈４ ／ １）（图 ３Ｃ），在这些区域尝试放

电无效。 在冠状窦前缘距离窦口 １ｃｍ 以内的区域，
可以标测到相对复杂碎裂的 Ａ 波和大的 Ｖ 波（Ａ ／ Ｖ
振幅 ＞ １ ／ ３） （图 ３Ｄ），在此区域放电可出现交界区

反应并有效（图 ３Ｅ）。 通过左侧锁骨下静脉注入造

影剂显示永存左上腔静脉和扩大的冠状窦，并清晰

显示消融导管头端的具体位置（图 ４）。 消融导管头

端在常规消融靶点位置和在冠状窦前缘的位置在不

同 Ｘ 线投照体位下可以看出是完全不同的，在左前

斜体位下，和常规消融靶点导管头端位置相比（图
４Ａ），冠状窦内消融成功的消融导管头端更偏向左

侧间隔，偏向冠状窦内（图 ４Ｃ）。 在右前斜体位下，
常规消融靶点导管头端超过冠状窦前缘界限，提示

未在冠状窦内（图 ４Ｂ），而冠状窦内消融成功的消融

导管头端未越过冠状窦前缘界限（图 ４Ｄ）。 在这 ２
例患者中，总的手术时间分别为 ９６ｍｉｎ 和 ８８ｍｉｎ，总
的 Ｘ 线透视时间是 ８ ２ｍｉｎ 和 ７ ５ｍｉｎ，总的射频消

融时间分别为 ３６０ｓ 和 ４２０ｓ。
这 ７ 例患者中的其他 ５ 例，对右心房和冠状窦

进行三维解剖建壳，当在常规消融靶点位置放电无

效后，消融导管头端直接放置在冠状窦前缘，距离口

部 １ｃｍ 以内，记录到类似的比较复杂碎裂的小 Ａ 大

Ｖ 电位（Ａ ／ Ｖ 振幅大于 １ ／ ３），在此放电消融可以引

起交界区反应并有效。 左前斜体位提示成功消融靶

点（大蓝点）位于冠状窦内，距离口部 １ｃｍ 以内（图
５Ａ），左侧位提示成功消融靶点（大蓝点）位于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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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心脏 ＣＴ 成像图　 Ａ ～ Ｂ：在常规消融靶点消融导管的

头端位置，在左前斜体位下消融导管头端并不在冠状窦内

（Ａ），右前斜体位下显示消融导管头端越过冠状窦前缘位

于 Ｋｏｃｈ 三角内（Ｂ）；Ｃ ～ Ｄ：在冠状窦前缘消融导管的头端

位置，在左前斜体位下消融导管头端在冠状窦内（Ｃ），右前

斜体位下显示消融导管头端并没有越过冠状窦前缘（Ｄ）。
白点虚线为冠状窦前缘。 注：ＨＩＳ，希氏束电极；ＲＶ，右心室

电极；ＡＢＬ，消融导管； ＬＡＯ，左前斜；ＲＡＯ，右前斜。 图 ５
通过 ＣＡＲＴＯ快速建壳的方法对右心房和异常扩大的冠状

窦进行三维重建　 Ａ ～ Ｂ． 在左前斜和左侧位的体位下显示

在 Ｋｏｃｈ 三角常规消融靶点位置和电位、冠状窦前缘消融靶

点位置和电位。 三尖瓣环附近的大红点是常规消融靶点所

在位置，绿色箭头显示该处电位，Ａ ／ Ｖ 振幅≈１∶ ４。 大蓝点

是冠状窦内成功消融靶点，绿箭头显示该处电位 Ａ ／ Ｖ 振幅

＞ １∶ ３。 注：ＴＡ，三尖瓣环；ＬＬ，左侧位

窦前缘（图 ５Ｂ）。 这 ５ 例患者总的手术时间是（５５
±１５）ｍｉｎ，总的 Ｘ 线透视时间是（７ ０ ± ２ ６）ｍｉｎ，射
频消融时间是（２００ ± ９０）ｓ，和前 ２ 例患者相比均明

显缩短。 这 ７ 例冠状窦内消融成功的患者，冠状窦

前缘靶点位置阻抗比常规消融靶点位置阻抗高大约

２０Ω（１５８ ± ２０）ｖｓ． （１３２ ± １６） Ω（Ｐ ＜ ０ ０５）。
３． 并发症和随访　 消融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一过

性房室传导阻滞，没有发生手术相关的其他并发症，
所有患者在未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的前提下随访 １
年均未发生心动过速。

讨　 论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①ＡＶＮＲＴ 合并永存左上腔

的患者中年轻女性占大多数（８８ ９％ ）；②少数的此

类患者可以在常规消融靶点位置成功消融，其他患

者需要在冠状窦前缘，距离窦口 １ｃｍ 以内的位置消

融成功；③在冠状窦前缘成功消融靶点位置的电位、
阻抗、ＣＡＲＴＯ 和 Ｘ 线影像均各自的特点。

永存左上腔是静脉系统较常见的异常表现，在
普通人群的发生率 ０ ３％左右［３］。 一些研究提示合

并永存左上腔的人可以发生 ＡＶＮＲＴ［５⁃８］。 Ｏｋｉｓｈｉ⁃
ｇｅｅｔ 等［７］ 报道了 ２００ 例 ＡＶＮＲＴ 患者中有 ３ 例合并

永存左上腔，发生率 １ ５％ 。 Ｋａｔｓｉｖａｓｅｔ 等［５］ 在 ３９４
例房室结双径路患者中报道了 ５ 例存在永存左上

腔，发生率 １ ２４％ 。 我们的研究中其发生率为

２ ４％ ，跟文献相比偏高，可能与其中 ３ 例是外院手

术失败转诊到本中心有关。 合并永存左上腔的

ＡＶＮＲＴ 患者发病年龄偏小，平均年龄 ３５ ６ 岁，可能

与永存左上腔导致冠状窦口异常扩大及慢径变异有

关［５⁃８］。 冠状窦口［７⁃８］ 以及 Ｋｏｃｈ 三角后下方区

域［４⁃５］是此类患者可能的消融靶点。 既往的研究提

示左心房可以与房室结连接［９］， 但是对于心脏结构

正常的 ＡＶＮＲＴ 患者，只有极少数的典型或不典型

双径路存在左侧延伸支需要在冠状窦内消融［１０⁃１１］。
既往此类患者的例数有限，结论都不尽相同，包

括冠状窦近端底部［７⁃８］ 或常规消融靶点位置［５⁃６］。
但既往的研究都是在二维 Ｘ 线下进行标测和放电

的，没有联合永存左上腔造影和三维标测，无法对冠

状窦内的靶点位置进行精确的定位，也没有对靶点

进行特点分析。 本研究中有两例患者在 Ｋｏｃｈ 三角

常规消融靶点位置标测到慢电位，Ａ ／ Ｖ 振幅比例大

约 １∶ ４，消融成功。 另外 ７ 例均在扩大的冠状窦前

缘，距离口部 １ｃｍ 以内标测到相对复杂碎裂的小 Ａ
大 Ｖ，消融成功，但是 Ａ ／ Ｖ 振幅比例均 ＞ １∶ ３。 在冠

状窦后缘、上缘和下缘所记录到的电位均是大 Ａ 小

Ｖ，Ａ ／ Ｖ 振幅比例大约 ４∶ １，可能与冠状窦前缘更靠

近心室肌，而其他缘更靠近心房肌有关。 相对复杂

碎裂的心房波可能提示该处是慢径所在位置，但与

Ｋｏｃｈ 三角常规靶点处所记录到的慢电位完全不同。
我们的研究中并没有在冠状窦近端底部标测到慢电

位［７］，单纯的 Ｘ 线透视可能误导了既往研究消融导

管的精确定位。 而我们的研究是通过对永存左上腔

的造影以及 ＣＡＲＴＯ 三维建模标测对消融导管最后

的有效靶点位置进行了精确定位。 在左前斜体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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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融导管位于冠状窦内，在右前斜和左侧位下提示

消融导管位于冠状窦前缘，距离口部 １ｃｍ 以内，并
没有在 Ｋｏｃｈ 三角内。 除了影像以外，靶点位置的阻

抗变化也提供了重要信息，当消融导管从 Ｋｏｃｈ 三角

内的常规消融靶点位置变换到冠状窦前缘，阻抗会

有明显的升高，既往的研究并没有提及。
在本研究中，有 ３ 例患者既往在外院消融失败，

提示此类患者导管射频消融存在一定的难度。
ＡＶＮＲＴ 患者的冠状窦口比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患

者要大，提示冠状窦增大本身就与 ＡＶＮＲＴ 有关［１２］。
合并永存左上腔的患者房室结慢径解剖上可能存在

变异，可能被异常扩大的冠状窦牵拉到其前缘，或者

说被扩大的冠状窦前缘所覆盖。 如果搞清楚此类患

者的电生理特点，总的手术时间、Ｘ 线透视时间和放

电时间都会明显缩短，手术成功率会明显提升。 总

体来说合并永存左上腔的 ＡＶＮＲＴ 患者，大多数需

要在冠状窦内消融，温控法，３５ ～ ４０Ｗ，５５℃是安全

的，不会造成冠状窦损伤、房室传导阻滞等并发症。
本研究属于我们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虽然是

目前为止样本量较大的研究，但由于合并永存左上

腔的 ＡＶＮＲＴ 患者确实少见，所以本研究例数仍然

较少。 另外，我们只是在冠状窦前缘消融成功，并没

有直接的证据如病理切片或其他复杂深入的电生理

标测去证实慢径位于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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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安体舒通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
剂量效应的研究

王朝驹　 董 越　 兰 怡

　 　 ［摘要］ 　 目的：评价高低剂量安体舒通改善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后心室重构的剂量效应。 方法：选
择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４０％ 的 ＡＭＩ 患者 ９３ 例，随
机分为安体舒通 ２０ｍｇ ／ ｄ 组（３１ 例）、安体舒通 ４０ｍｇ ／ ｄ 组（３２ 例）和空白对照组（３０ 例），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给予对应处理，随访 ６ 个月后观察各组心室重构的程度。 结果： 各组分别有 ２８ 例、３０ 例和 ２６ 例

完成超声心动图检查，治疗 ６ 个月后三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 （ ＬＶＥＤ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

（ＬＶＥＳＤ）无明显变化（Ｐ ＞ ０ ０５）；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ＬＶＥＳＶ）、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ＬＶＥＤＶ）、ＬＶＥＦ
均有一定程度升高，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以治疗前为协变量，治疗后三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三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３５ ７％ 、４０ ０％ 和 ３０ ８％ ，组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 １４８，Ｐ ＝ ０ ９２９）。 结论： ＡＣＥＩ 和 β 受体阻滞剂均有一定程度的抗心室重构疗效，
常规治疗基础上不同剂量安体舒通的治疗效果无明显差异。

［关键词］ 　 心肌梗死；心室重构；安体舒通；量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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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ＭＩ）．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 Ｊａｎ ２０１０ ｔｏ Ｄｅｃ ２０１５， ９３ ＡＭ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ＬＶＥＦ≥
４０％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ｐｉｒｏｎ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２０ｍｇ ／ ｄ ｇｒｏｕｐ （ｎ ＝ ３１）， ｓｐｉｒｏｎ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４０ｍｇ ／ ｄ ｇｒｏｕｐ （ｎ ＝
３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ｎ ＝ ３０）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８，
３０ ａｎｄ ２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ＶＥＤＤ， ＬＶＥＳ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 ＞ ０ ０５）． ＬＶＥＤＶ， ＬＶＥＳＶ， ＬＶＥ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 ＜ ０ ０５）．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ａｓ ａ 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 ０５）．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３５ ７１％ ， ４０ ００％ ａｎｄ ３０ ７７％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χ２ ＝ ０ １４８， Ｐ
＝ ０ ９２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ＣＥＩ ａｎｄ β⁃ｂｌｏｃｋ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ａｎｔｉ⁃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ｓｐｉｒｏｎ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ｐｉｒｏｎ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Ｄｏｓｅ⁃ｅｆｆｅｃｔ

　 　 左心室重构（ＬＶＲＤ）是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后
常见的进行性病理生理过程，与心律失常、心功能不

全等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而且是 ＡＭＩ 后心血管事件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的主要原因［１］。 肾素⁃血管紧

张素⁃醛固酮系统（ＲＡＡＳ）在 ＡＭＩ 后心室重构的病

理生理机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Ｐｉｔｔ 等［２］ 首先证明

了醛固酮 （ 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ＡＤＳ） 拮抗剂在预防 ＡＤＳ
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室重构具有积极作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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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ＥＰＨＥＳＵＳ 研究［３］ 再次印证了安体舒通对

ＡＭＩ 患者的保护作用，该研究还发现安体舒通逆

转心室重构作用与剂量相关。 因此，安体舒通联

合 ＡＣＥＩ 和 β 受体阻滞剂已作为左心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 ＜ ４０％的 ＡＭＩ 患者一线治疗手段，但对于

ＬＶＥＦ≥４０％的患者服用安体舒通的报道较少。 为

进一步探讨不同剂量安体舒通对 ＡＭＩ 心室重构的

预防效果，本研究选取部分患者进行六个月的随

访研究，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选择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ＡＭＩ 患者，入选标准：①年龄

４０ ～ ７０ 岁，性别不限；②典型的胸痛持续时间 ＞
３０ｍｉｎ、心电图检查显示 ２ 个或以上的导联出现 ＳＴ
段压低 ＞ １ｍｍ，临床确诊为急性 ＳＴ 段 抬高型心肌

梗死（ＳＴＥＭＩ）首次发作［４］；③成功接受血运重建治

疗（包括溶栓和 ＰＣＩ），ＬＶＥＦ≥４０％ ；④了解研究内

容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肝、
肾、中枢和血液等系统严重或进行性疾病；②预期寿

命 ＜ １ 年；③高钾血症（ ＞ ５ ５ｍｇ ／ Ｌ）；④既往接受过

ＰＣＩ 治疗；⑤心功能不全（ＮＹＨＡ ＞ ＩＩ 级）。 符合入

选标准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安体舒通 ２０ｍｇ ／
ｄ 组、安体舒通 ４０ｍｇ ／ ｄ 组和对照组。

２． 治疗方法　 ①常规治疗：遵循心肌梗死治疗

指南，根据患者发病前服药习惯和血运重建后全身

禁忌情况选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β
受体阻断剂、抗血小板制剂或降脂药物；②抗心室重

构治疗：安体舒通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在常规治疗

基础上分别口服安体舒通片（２０ｍｇ ／片，国药准字

Ｈ３１０２１２７３，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生产） ２０ｍｇ ／ ｄ
和 ４０ｍｇ ／ ｄ，疗程 ６ 个月。

３． 评价指标 　 采用 ＳＥＱＵＯＩＡ Ｓ⁃５１２ 型超声诊

断仪（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检查方法如下：取胸

骨长轴面，以左心室腱索水平作为标准测量区，测量

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ＬＶＥＳＤ）和左心室舒张末期

内径（ＬＶＥＤＤ）；通过描记心尖四腔心切面、二腔心

切面心内膜在收缩末期及舒张末期轨迹，应用双平

面面积长度法计算出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 （ ＬＶ⁃
ＥＤＶ）、 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ＬＶＥＳＶ）、ＬＶＥＦ，上述

测量均取 ３ 个不同的心动周期取其平均值［５］，操作

者为本院高年资超声科医师，而且处于盲态下检查。
４． 统计学方法　 以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使用“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作

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均值 ± 标准差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

布的数据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ｈｅｙ Ｕ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描述，组
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以疗前心功能为协变量，疗后

进行协方差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　 果

１． 一般情况 　 共入组 ９３ 例 ＳＴＥＭＩ 患者，其中

安体舒通 ２０ｍｇ ／ ｄ 组 ３１ 例、安体舒通 ４０ｍｇ ／ ｄ 组 ３２
例、对照组 ３０ 例；三组各有 ３ 例、２ 例和 ４ 例患者中

断服药、接受冠状动脉移植术或拒绝随访，各组分别

有 ２８ 例、３０ 例和 ２６ 例完成超声心动图检查，数据

纳入分析。 三组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ＢＭＩ）、既
往史和病情等资料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表 １）。
２． 心功能比较 　 治疗 ６ 个月后三组 ＬＶＥＤＤ、

ＬＶＥＳＤ 无明显变化 （Ｐ ＞ ０ ０５）； ＬＶＥＤＶ、 ＬＶＥＳＶ、
ＬＶＥＦ 均有一定程度升高，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以治疗前为协变量，治疗后三

个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
２）。

３． 不良反应　 三组均有部分患者在随访末期出

现轻度高钾血症，停药后血钾恢复，安体舒通组各有

２ 例和 １ 例患者出现男性乳房发育，各组均未严重

不良反应，不良反应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 １４８，Ｐ ＝ ０ ９２９，表 ３）。

讨　 论

ＡＭＩ 后心室重构是心肌梗死后左心室的大小、
形态、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过程。 近年来，神经内分泌

系统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 ＲＡＳＳ 和交

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及其对心室重构的影响基本得到

确认［６］。 基础研究发现在心肌组织中存在 ＡＤＳ 受

体， 其生理激活可以通过调节离子通道、加速心肌纤

维化等机制导致心肌重构和心室肥厚 ［７］。 随着 ＡＤＳ
病理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明确安体舒通抑制 ＡＭＩ
后左心室非梗死区胶原增生的实际效果日益迫切［８］。

１９９９ 年，在美国进行 的 ＲＡＬＥＳ 试验首次评价

安体舒通在慢性心力衰竭的价值，１ ６６３ 例 ＬＶＥＦ ＜
３５％ （心功能Ⅲ ～ Ⅳ）心力衰竭患者分为试验组和

安慰剂组，在利尿剂、ＡＣＥＩ、地高辛及 β 受体阻滞剂

等常规抗心力衰竭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分别给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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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三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ｘ ± ｓ，ｎ（％ ），Ｍ（ＱＲ）］
项目 安体舒通 ２０ｍｇ ／ ｄ 组（ｎ ＝ ２８） 安体舒通 ４０ｍｇ ／ ｄ 组（ｎ ＝ ３０） 对照组（ｎ ＝ ２６） Ｆ ／ χ２ ／ Ｚ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５８ ２３ ± ６ ６４ ６０ ３２ ± ７ ７３ ５７ ７８ ± ８ ８３ １ ２２７ ０ ５１３
性别（男 ／ 女） ２０ ／ ８ ２６ ／ ４ ２１ ／ ５ ２ １０７ ０ ３４９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５ ４２ ± ３ ３８ ２６ １７ ± ４ ０５ ２６ ７２ ± ３ ９３ １ ８３１ ０ ４４０
高血压病史 １７（６０ ７） ２０（６６ ７） ２１（８０ ８） ２ ６６１ ０ ２６４
糖尿病病史 １４（５０ ０） １４（４６ ７） １２（４６ ２） ０ ０９７ ０ ９５３
吸烟史 ２３（８２ １） １９（６３． ） １８（６９ ２） ２ ６００ ０ ２７３
血运重建方法

　 溶栓 ８（２８ ６） ４（１３ ３３） ６（２３ ０） ２ ０５８ ０ ３５７
　 ＰＣＩ ２０（７１ ４） ２６（８６ ７） ２０（７６ ９）
血运重建时间 ／ ｈ★ ４ ３１ ± ３ ３８ ４ ９３ ± ２ ７１ ５ ０１ ± ３ ３０ ２ ７７３ ０ １４６
常规治疗

　 抗血小板制剂 ２６（９２ ９） ２５（８３ ３） ２５（９６ ２） ２ ９３３ ０ ２３１
　 ＡＣＥＩ ２３（８８ ５） ２１（７０ ０） ２３（８８ ５） １ ２２６ ０ ５４２
　 β 受体阻断剂 ２５（８９ ３） ２６（８６ ７） ２４（９２ ３） ４ ６９７ ０ ０９６
超声心动图

　 ＬＶＥＤＤ ／ ｃｍ ４ ８１ ± ０． ５１ ４ ７６ ± ０． ４７ ４ ９６ ± ０． ４４ １ ６７３ ０ ３４２
　 ＬＶＥＳＤ ／ ｃｍ ３ ３１ ± ０． ４２ ３ ２４ ± ０． ４０ ３ ３９ ± ０． ５２ ０ ９８４ ０ ６６３
　 ＬＶＥＤＶ ／ ｍＬ ９６ ５７ ± ２４． ７６ ９８ ２６ ± ２８． ４２ ９７ ７１ ± ２７． ４５ １ ５６２ ０ ４０１
　 ＬＶＥＳＶ ／ ｍＬ ４９ ６８ ± １８． ７４ ４８ ９３ ± １８． ６７ ４７ ６３ ± ２１． ３８ １ ７９０ ０ ３３１
　 ＬＶＥＦ ／ ％ ５０ ３５（４１ ３７，５５ ３７） ５１ ３４（４２ ３５，５６ ６３） ４９ ２３（４０ ８８，５４ ７８） ２ １４７ ０ ３６０

　 　 ★注：指发病后到血运重建成功的时间

表 ２　 治疗后三组心功能比较［ｘ ± ｓ，Ｍ（ＱＲ）］
项目 安体舒通 ２０ｍｇ ／ ｄ 组（ｎ ＝ ２８） 安体舒通 ４０ｍｇ ／ ｄ 组（ｎ ＝ ３０） 对照组（ｎ ＝ ２６） Ｆ ／ Ｚ Ｐ

ＬＶＥＤＤ ／ ｃｍ ４ ８２ ± ０． ４７ ４ ６８ ± ０． ５５ ４ ８４ ± ０． ５２ ２ ２４５ ０ ３５７
ＬＶＥＳＤ ／ ｃｍ ３ ２８ ± ０． ４５ ３ １７ ± ０． ３９ ３ ４０ ± ０． ４１ １ ０４３ ０ ４４８
ＬＶＥＤＶ ／ ｍＬ ９８ ６３ ± １８． ９１★ ９７ ５１ ± ２３． ７８★ ９６ ６３ ± ２５． ０６★ １ ３８６ ０ ４０５
ＬＶＥＳＶ ／ ｍＬ ４７ ３３ ± １６． ５３★ ４５ ５０ ± １５． ７１★ ４６ ８５ ± １５． ７９★ ２ １７５ ０ ３０１
ＬＶＥＦ ／ ％ ５２ ４６（４２ ５３，５６ ０３） ★ ５４ ４８（４３ ３７，５７ ４５） ★ ５１ ４８（４３ ７８，５６ ２３） ★ ３ ０２１ ０ ０６８

　 　 注：★与治疗前相比 Ｐ ＜ ０ ０５

表 ３　 三组不良反应组间比较

项目
安体舒通

２０ｍｇ ／ ｄ 组（ｎ ＝ ２８）
安体舒通

４０ｍｇ ／ ｄ 组（ｎ ＝ ３０）
对照组

（ｎ ＝ ２６）
高钾血症 ８（２８ ６） １０（３３ ３） ７（２６ ９）
男性乳房发育 ２（７ １） １（３ ３） ０
其他 ０ １（３ ３） １（３ ８）
合计 １０（３５ ７） １２（４０ ０） ８（３０ ８）

体舒通 ２５ ～ ５０ｍｇ ／ ｄ 或安慰剂，随访 ２ 年，由于治疗

效果显著该研究提前 １２ 个月终止。 结果表明小剂

量安体舒通治疗组总病死率下降 ３０％ ，猝死率下降

３１％ ，因心力衰竭恶化住院率下降低 ３５％ ；安全性

方面：严重高钾血症（≥６ ０ ｍｍｏｌ ／ Ｌ）的发生率为

１％ ，男性乳房发育在治疗组明显增多（约为 １０％ ），
但与安体舒通对心力衰竭的改善效果相比，学者认

为该水平的不良反应可以接受。 随后的 ＥＰＨＥＳＵＳ
试验中发现 ５０ｍｇ ／ ｄ 或更大剂量的安体舒通取得了

更好的疗效，但高血钾发生率也增加，因此本研究将

高剂量控制在 ４０ｍｇ ／ ｄ，但实际的临床操作中仍建议

控制在 ２０ｍｇ ／ ｄ 以减轻高钾血症的发生。

国内李亚芹［５］ 的研究认为螺内酯可抑制 ＡＭＩ
患者左心室重构，改善心功能，效果优于安慰剂对照

组，但低剂量（２０ｍｇ ／ ｄ）与高剂量（４０ｍｇ ／ ｄ）疗效无

显著性差异，但具体原因未做陈述。 本研究也发现

安体舒通治疗 ６ 个月后，虽然各组收缩和舒张功能

改善，但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与本研究中 ＡＣＥＩ、β 受体阻滞剂的大量使用有直接

关系。 ＡＣＥＩ 对左心室重构也有明显抑制作用， 其

机制之一是减少了 ＡＤＳ 的分泌［９］，Ｈａｙａｓｈｉ 等［１０］ 也

认为其研究中安体舒通的抗心室重构效果与 ＡＣＥＩ
和 β 受体阻滞剂用量偏低有关（依那普利和 β 受体

阻滞剂使用率不足 ３０％ ），而本研究中两种药物的

使用率较高 （７０％ 以上），所以疗效差异不明显。
Ｈａｙａｓｈｉ 还发现服用安体舒通的患者 ＬＶＥＤＶ 会上升

而 ＬＶＥＳＶ 下降，从而导致心室容积增加，其认为这

就是安体舒通的抗心室重构作用最直接的体现，而
本组数据中心室容积没有明显的差异，与其他抗心

室重构药物的治疗有明显关系［１１］。 对本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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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读有几点值得注意：①单中心研究，样本量较

少，选择性偏移在所难免；②各组疗后平均 ＬＶＥＦ 均

达到 ５０％以上，笔者认为可能与溶栓和 ＰＣＩ 较早、
药物治疗及时和下壁心肌梗死较少有关，但入选患

者的基础病情较轻，也可能是疗效差异不显著的原

因；③由于严重高钾血症风险的上升，长期服用

ＡＣＥＩ 联合螺内酯的安全性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

点［１２］，因此联合 β 受体阻滞剂的实际效果对临床更

具实际意义；④ 为更好的评价安体舒通抗心室重构

效果，本研究选择了 ＬＶＥＦ≥４０％ 的患者，但指南建

议目标人群为 ＬＶＥＦ ≤４０％ ［１３］，因此结果不能外推

至 ＬＶＥＦ ≤ ４０％患者。
综上所述，由于 ＡＣＥＩ 和 β 受体阻滞剂均有一

定的抗心室重构疗效，常规治疗基础上不同剂量安

体舒通的治疗效果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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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血管病杂志》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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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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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先天性心脏病心肌肥厚患者心肌组织 Ｊａｎｕｓ
激酶 ／ 信号转导子 ／ 转录激活子基因表达的变
化及意义

王先梅　 严 睿　 段亚南　 杨丽霞　 郭传明　 齐 峰

　 　 ［摘要］ 　 目的：探讨人心室肥厚时心肌酪氨酸（ Ｊａｎｕｓ）激酶 ／信号转导子 ／转录激活子（ ＪＡＫｓ⁃
ＳＴＡＴｓ）基因表达的改变及意义。 方法：应用病理检查、放射免疫和蛋白印迹杂交等方法，比较心肌肥厚

患者（心肌肥厚组）和正常人（对照组）心肌细胞直径、心肌间质胶原容积分数和心肌血管周围胶原面

积、心脏局部血管紧张素 ＩＩ（Ａｎｇ ＩＩ）水平和心脏 ＪＡＫ１，２ 及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表达差异。 结果：心肌肥厚组

心肌细胞直径、心肌间质胶原容积分数和心肌血管周围胶原面积比均明显比对照组增高（均 Ｐ ＜ ０ ０１）。
心肌肥厚组心肌组织匀浆液 Ａｎｇ ＩＩ 水平为（１７９ ３ ± ３６ １） ｐｇ ／ ｍｇ 心肌组织，对照组为（１０３ ２ ± １３ ６）ｐｇ ／
ｍｇ 心肌组织，与对照组比较，心肌肥厚组心肌组织 Ａｎｇ ＩＩ 水平明显增高（Ｐ ＜ ０ ０１）。 心肌肥厚组心肌组

织 ＪＡＫ１，２ 及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表达明显增加（均 Ｐ ＜ ０ ０１）。 结论：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了心肌

细胞肥大和心肌纤维化过程。
［关键词］ 　 Ｊａｎｕｓ 激酶 ／信号转导子 ／转录激活子；心肌肥厚；血管紧张素 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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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肌肥厚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共同病理特征。
血流动力学超负荷、心肌收缩蛋白的缺陷和各种利

用 Ｇ⁃蛋白耦联受体的生物活性物质包括儿茶酚胺、
内皮素及血管紧张素 ＩＩ（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ＩＩ）等多种因素

均可导致心肌肥厚［１⁃４］。 参与心肌肥厚的信号通路

有 ｒａｓ、蛋白激酶 Ｃ 和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
等［５⁃６］。 利用反义寡核苷酸技术抑制 ＭＡＰＫ，可使儿

茶酚胺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大明显减轻［７］。 尽管认

为 ＭＡＰＫ 是致心肌肥厚的经典途径，但有证据表

明，经 ＭＡＰＫ 激活 Ｇ⁃蛋白耦联受体并不是致心肌肥

厚的唯一途径，因为抑制 ＭＡＰＫ 活性后，儿茶酚胺

仍然具有致心肌肥厚作用。 研究证实心肌细胞受到

刺激时可产生细胞因子，同时也发现与细胞因子相

关联的糖蛋白 １３０ 信号转导系统也具有致心肌肥大

作用［８］。 糖蛋白 １３０ 信号的下游途径有两条，分别

为 ＭＡＰＫ 和酪氨酸（ Ｊａｎｕｓ）激酶 ／信号转导子 ／转录

激活子（ｊａｎｕｓ ｋｉｎａｓｅｓ⁃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９］。 有关 ＭＡＰＫ 途径

在心肌肥大中的作用已得到证实，而对于 ＪＡＫｓ⁃
ＳＴＡＴｓ 信号通路则研究较少。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

于探讨心肌肥厚是否与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信号途径有关，
为心肌肥厚的发生机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资料与方法

１． 心肌标本采集 　 收集心脏外科体外循环手

术右心室流出道心肌标本 １５ 例，为心肌肥厚组，心
脏超声诊断为法乐四联症或三联症患者，其中男性

９ 例，女性 ６ 例，平均年龄（９ ４ ± ３ ８）岁。 对照组右

心室心肌组织 ４ 例，均为男性，年龄 ２１ ～ ４５ 岁，平均

年龄（３１ ± １０ １）岁，为除外心血管疾病的意外死亡

者。 心肌标本于液氮中速冻， － ７０℃冰箱保存待测。
２． 心肌组织病理检查 　 在 ＨＥ 染色下，图像分

析测量心肌细胞的横径，每一个标本取 ５ 个胞核位

于中央的心肌细胞，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标本的所得

值。 心肌组织胶原分析以改良 Ｍａｓｓｏｎ 三色法染色

显示心肌间质纤维，用计算机真彩色图像分析仪测

算心肌间质胶原容积分数和心肌血管周围胶原面

积比。
３． 心肌组织局部 Ａｎｇ ＩＩ 含量测定　 心肌组织称

重，剪碎后移入含 １ｍＬ ／ （０ １ｍｏｌ ／ Ｌ）醋酸溶液的试

管，置 ９５℃ 水浴中加热 １０ｍｉｎ，冷却后匀浆，４℃，
１ ２００ｒ ／ ｍｉｎ，离心 ２０ｍｉｎ，收集上清液，按试剂盒（中
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提供的测定方法检测。

４． 心肌组织 ＪＡＫ１，２ 及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表达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检测心肌组织 ＪＡＫ１，２ 及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 提取心肌组织蛋白样品，取 ５μＬ 稀释 ２０ 倍

后用 ＢＣＡ ｒｅａｇｅｎｔ ｋｉｔ 进行蛋白质样品的定量，作完

标准曲线，按照所得的方程式计算出相应蛋白样品

的浓度。 吸取制备好的蛋白样品 ２０μｇ，与凝胶加样

缓冲液 ５μＬ 混合后，按照预定顺序加样，电泳 １ｈ。
电泳结束后，剪下蛋白质 Ｍａｒｋｅｒ 所在位置凝胶，考
马斯亮蓝液染色。 剩余部分凝胶进行电转移。 电转

移结束后，取出硝酸纤维素滤膜，丽春红 Ｓ 染液染色

５ ～ １０ｍｉｎ，观察电转移效果。 将电转移后的硝酸纤

维素滤膜放入封闭液中，３７℃温育 １ｈ。 将硝酸纤维

素滤膜分别与 １∶ ５０ 稀释的 ＪＡＫ１，２ 及 ＳＴＡＴ１，３ 抗

体在 ４℃孵育过夜。 洗膜液漂洗 ３ 次，在分别与 １∶ ３
０００ 稀释的辣根过氧化酶标记的羊抗兔二抗 ４℃孵

育 １ ～ ２ｈ。 洗膜液漂洗后，按照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 公司化学

发光试剂盒说明书加入化学发光试剂，室温孵育

６０ｓ，Ｘ 光片曝光。 蛋白阳性对照为 Ｔｕｂｌｉｎ。 照片扫

描后，应用凝胶图像分析系统进行条带分析，计算相

对密度。
５． 统计学方法　 实验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

差表示，两组之间比较应用 ｔ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研究对象的心肌肥厚情况 　 心脏超声检查

显示心肌肥厚组均存在右心室壁和室间隔不同程度

的肥厚。 心肌病理切片 ＨＥ 染色显示对照组心室肌

纤维大小一致，排列整齐，心肌细胞横径为（１０ ５ ±
２ ０）μｍ，而心肌肥厚组心室肌纤维明显增粗，排列

紊乱，心肌细胞横径为（１５ ２ ± ２ ７）μｍ，与对照组比

较，心肌细胞横径明显增加（Ｐ ＜ ０ ０１）。 Ｍａｓｓｏｎ 染

色的心肌切片示心肌肥厚组的心肌细胞和小血管周

围胶原纤维环绕成网格状，血管周围的胶原纤维延

伸至心肌细胞间，不仅血管周围胶原增生，心肌细胞

间也可见数量不等的胶原纤维。 心肌肥厚组心肌间

质胶原容积分数为（３９ ５ ± ９ ８）％ ，对照组为（２０ ９
± ８ ２）％ ，与对照组相比，心肌肥厚组心肌间胶原

容积分数明显升高（Ｐ ＜ ０ ０１）；心肌肥厚组心肌血

管周围胶原面积比为（１ ９８ ± １ ０５） μｍ２，对照组为

（０ ４１ ± ０ １２） μｍ２，心肌肥厚组也比对照组明显增

加（Ｐ ＜ ０ ０１）。
２． 心肌组织局部 Ａｎｇ ＩＩ 含量的变化 　 心肌肥

厚组心肌组织匀浆液 Ａｎｇ ＩＩ 水平为（１７９ ３ ± ３６ １）
ｐｇ ／ ｍｇ 心肌组织，对照组为（１０３ ２ ± １３ ６）ｐｇ ／ ｍ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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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组织，与对照组比较，心肌肥厚组心肌组织 Ａｎｇ ＩＩ
水平明显增高（Ｐ ＜ ０ ０１）。

３． 心肌组织 ＪＡＫ１，２ 及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表达的

变化　 心肌肥厚组 ＪＡＫ１，２ 及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表达比

正常对照组明显增多（图 １ ～ ４）。 图像分析测得心

肌肥厚组心肌组织 ＪＡＫ１，２ 及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表达相

对含量也明显增加（均 Ｐ ＜ ０ ０１，表 １）。

图 １　 心肌组织 ＪＡＫ１ 蛋白表达　 注：１ ～ ４ 为正常对照；５ ～ １９ 为心肌肥厚患者

图 ２　 心肌组织 ＪＡＫ２ 蛋白表达　 注：１ ～ ４ 为正常对照；５ ～ １９ 为心肌肥厚患者

图 ３　 心肌组织 ＳＴＡＴ１ 蛋白表达　 注：１ ～ ４ 为正常对照；５ ～ １９ 为心肌肥厚患者

图 ４　 心肌组织 ＳＴＡＴ３ 蛋白表达　 注：１ ～ ４ 为正常对照；５ ～ １９ 为心肌肥厚患者

表 １　 心肌组织中 ＪＡＫ１，２ 及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表达丰度的变化（ｘ ± ｓ）
组别 ＪＡＫ１ ／ Ｔｕｂｌｉｎ ＪＡＫ２ ／ Ｔｕｂｌｉｎ ＳＴＡＴ１ ／ Ｔｕｂｌｉｎ ＳＴＡＴ３ ／ Ｔｕｂｌｉｎ

心肌肥厚组（ｎ ＝ １５） ０ ７８ ± ０ ０８∗ ０ ３３ ± ０ ０５∗ ０ ３３ ± ０ ０５∗ １ １６ ± ０ １１∗

对照组（ｎ ＝ ４） ０ ２９ ± ０ ０５ ０ １４ ± ０ ０２ ０ １４ ± ０ ０２ ０ ６１ ± ０ ２８

　 　 注： 与对照组相比，∗ Ｐ ＜ ０ ０１

讨　 论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ＲＡＳ）维持正常状态下

血压、血液容量以及血管张力的平衡。 在病理情况

下，ＲＡＳ 紊乱直接与心肌肥厚、高血压及心力衰竭

的发展显著相关［１０⁃１３］。 Ａｎｇ ＩＩ 是 ＲＡＳ 的重要成员

之一，在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Ａｎｇ ＩＩ 与 ＡＴ１ 受体的跨膜区域结合，激活细胞内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 等不同的信号传导通路，引起相关基因

的表达，使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发生改变［１４］。 ＪＡＫｓ⁃
ＳＴＡＴｓ 是近年发现的一条信号途径，研究表明，细胞

内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信号通路在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

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１５⁃１６］。 但是， 人心肌肥厚时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信号通路的改变如何，目前相关报道

较少。
本研究通过观察心肌肥厚患者心肌组织 ＪＡＫｓ⁃

ＳＴＡＴｓ 表达水平的变化，探讨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在心肌肥

厚过程中的作用。 结果显示，心肌肥厚患者心肌组

织局部 Ａｎｇ ＩＩ 含量明显增多，心肌细胞直径比对照

组增大，心肌纤维化程度较正常对照加重。 同时心

肌肥厚患者心肌组织 ＪＡＫ１，２ 和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表达

水平较对照组均明显增加。 提示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信号

通路可能参与了心肌肥厚过程。 研究表明，Ａｎｇ ＩＩ
可诱导心肌细胞表达 ＪＡＫ２ 和 ＳＴＡＴ３，在肥大的心

肌细胞中 ＪＡＫ２ 和 ＳＴＡＴ３ 发生了持续的活化，心肌

内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信号途径激活后形成瀑布式的级联

反应，心肌肥大、心力衰竭、血管炎症、平滑肌细胞增

殖、肾脏小管间质纤维化及缺血预处理诱导的心肌

保护以及缺血 ／再灌注引起的心功能障碍都与这一

信号通路密切相关。
ＪＡＫｓ 属于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所必需的胞浆蛋

白酪氨酸蛋白激酶家族［１７］。 ＪＡＫ 激酶与干扰素⁃γ，
α 等细胞因子受体结合后发生二聚化，然后 ＪＡＫ 激

酶发生自磷酸化，通过酪氨酸蛋白激酶磷酸化激活

下游蛋白。 ＪＡＫ 家族最特异的底物为 ＳＴＡＴｓ，ＳＴＡＴｓ
蛋白参与细胞的许多生物功能，如细胞分化、细胞凋

亡、细胞免疫和细胞变形等［１８⁃２０］。
实验研究表明，Ａｎｇ ＩＩ 与 ＡＴ１ 受体结合的同时，

ＡＴ１ 受体的 Ｃ⁃末端区域与 ＪＡＫ２ 结合［２１］。 ＪＡＫ２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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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连接蛋白促使 ＡＴ１ 受体与 ＳＴＡＴ１ 发生联系，
ＳＴＡＴ１ 激活导致早期生长应答基因 ｃ⁃ｆｏｓ、ｃ⁃ｊｕｎ ｍＲ⁃
ＮＡ 的表达［２２］。 大鼠腹主动脉缩窄造成压力超负荷

模型，左心室组织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家族发生改变，引起

ＪＡＫ１、ＪＡＫ２、ＴＹＫ２、ＳＴＡＴ１、ＳＴＡＴ２ 和 ＳＴＡＴ３ 酪氨酸

磷酸化。 应用 ＡＴ１ 受体拮抗剂可完全抑制 ＴＹＫ２ 酪

氨酸磷酸化，部分抑制 ＪＡＫ２ 酪氨酸磷酸化［２３］。 在

Ａｎｇ ＩＩ 介导的信号通路中，ＡＴ１ 受体与细胞因子受

体具有部分相同的信号传导机制。
ＳＴＡＴｓ 作为 ＪＡＫｓ 的靶蛋白，是存在于胞质中的

一个转录因子家族，在人和动物已发现有 ８ 个

ＳＴＡＴ，其中 ７ 个在哺乳动物，分别为 ＳＴＡＴｌ． ２，３，４，
５ａ、５ｂ、６。 Ａｎｇ ＩＩ 与相应的受体结合导致 ＪＡＫｓ 的激

活，激活的 ＪＡＫｓ 将受体上特定的酪氨酸残基磷酸

化，并使其成为 ＳＴＡＴｓ 和其它细胞内信号分子的结

合位点，集聚到该位点上的 ＳＴＡＴｓ 在 ＪＡＫｓ 的作用

下磷酸化而被激活，激活的 ＳＴＡＴｓ 与受体分离，二
聚化后转位到细胞核，从而启动相应的基因转录。
在培养的心肌细胞中，ＡｎｇＩＩ 能在 ３０ｍｉｎ 内快速诱导

ＪＡＫ２、Ｔｙｋ２ 的酪氨酸磷酸化和 ＳＴＡＴ１、ＳＴＡＴ２ 磷酸

化，在 １２０ 分钟时出现 ＳＴＡＴ３ 磷酸化。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通路激活可通过上调血管紧张素

原基因表达，形成正反馈通路，使 Ａｎｇ ＩＩ 生成进一步

增加。 在心肌细胞，还存在 Ａｎｇ ＩＩ 诱导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通路激活来介导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表达［２４］，通过调

节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活性来参与心肌重构。
综上所述，心肌肥厚患者心肌组织 ＪＡＫ１，２ 和

ＳＴＡＴ１，３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增加，可能与心肌局部

的 Ａｎｇ ＩＩ 水平增加有关。 在病理生理状态下，心脏

的 ＲＡＳ 与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信号途径存在相互作用。
Ａｎｇ ＩＩ 和 ＪＡＫｓ⁃ＳＴＡＴｓ 相互作用影响心肌细胞的功

能． 因此，更有效地阻断心肌局部的 ＲＡＳ 激活对逆

转心肌肥厚更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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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术式改变
１５６ 例分析

周明阳　 张健群　 毛 斌　 伯 平　 曹向戎

　 　 ［摘要］ 　 目的： 总结 １５６ 例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ＯＰＣＡＢ），术中术式改为体外循环辅

助下心脏跳动中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ＣＡＢＧ）的经验。 方法： 选取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同一

手术组实施的 ＯＰＣＡＢ 术中术式改为体外循环辅助下 ＣＡＢＧ 术病例 １５６ 例，分析其中原因及危险因素。
结果： １５６ 例患者中，左主干狭窄 ＞ ５０％以上 ４９ 例，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 ＜ ４０％１０５ 例，手术方式改变原

因依次为：低心排出量综合征、恶性心律失常难以控制、以及目标血管无法暴露充分。 结论： ＣＡＢＧ 术中

对于部分左主干狭窄病变，严重心功能不全、目标血管难以暴露的患者，体外循环辅助下手术是一种更

为安全可靠的手术方法。
［关键词］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搭桥术；体外循环；术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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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ｅｓｓｅｌ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ｂ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ｎ ｂｅａｔ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ｂｙ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ｍａｙ ｂｅ ａ ｍｏｒ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ｆ⁃ｐｕｍｐ；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年间，本手术组共

有 ４ ３６８ 例患者单纯实施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ＯＰＣＡＢ），其中 １５６ 例由于各方面原因术中被

迫将术式改为体外循环辅助下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ＣＡＢＧ），术式改变率为 ３ ６％。 本文重

点分析了其中的相关因素以及得到的经验及体会。
以期进一步提高 ＣＡＢＧ 术的疗效，降低手术病死率。

资料及方法

１． 一般临床资料 　 １５６ 例患者年龄（４５ ～ ７４）
岁，平均（６１ ± １２）岁。 心功能（ＮＹＨＡ）Ｉ 级 ７８ 例，ＩＩ
级 ３０ 例，ＩＩＩ 级 ４０ 例，ＩＶ 级 ８ 例。 左心室 ＥＦ２５％ ～
７０％ ，平均（５０ ± １１）％ ，表 １。

２． 手术方法　 ４ ３６８ 例患者均按照术前预定方

案，采用为 ＯＰＣＡＢ：常规全身麻醉，胸骨正中切口，
给予小剂量肝素 １ｍｇ ／ ｋｇ，充分暴露心脏后，近端吻

合口使用侧壁钳或 ＥＮＣＬＯＳＥ 固定，远端吻合口使

用美敦力固定器或瑞克固定器，部分患者使用心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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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器辅助。 手术过程中，１５６ 例患者由于意外情

况（如心脏偏大，目标血管无法暴露，血压无法维持

平稳或心电图，提示出现严重缺血或损伤图形以及

恶性心律失常如心室颤动、快速心律失常等）需要

体外循环辅助时，紧急补足全量肝素 ３ｍｇ ／ ｋｇ，同时

主动脉插管、右心置房腔管引流建立体外循环，并行

循环保持心脏空跳情况下继续完成手术。

表 １　 １５６ 例患者术前一般情况［ｎ（％ ）］

项目 数值

性别（男 ／ 女） ９８ ／ ５８
高血压病史 ８１（５１ ９）
糖尿病史 ７５（４８ １）
脑梗死史 １０（６ ４）
吸烟史 ８０（５１ ３）
ＥＦ％
　 ＜ ３０ １５（９ ６）
　 ３０ ～ ４０ ９０（５７ ７）
　 ４０ ～ ５０ ４０（２５ ６）
　 ≥５０ １１（７ １）

　 　 ３． 移植材料　 移植血管采用自体大隐静脉或左

乳内动脉。 若采用乳内动脉， 则将左乳内动脉与前

降支吻合， 其他部位冠状动脉采用大隐静脉移植，
移植血管 ２ ～ ５ 支，平均 ３ １ 支， ２ 支移植 ３６ 例，３
支移植 ８５ 例，４ 支移植 ２４ 例，５ 支移植 １１ 例。

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检验方法采

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率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１５６ 例转体外循环患者中，术后死亡 ２４ 例。
１６ 例死于心力衰竭，４ 例死于多器官衰竭，４ 例死于

感染。 术式改变组（体外循环组）术中及术后安装

球囊反搏、体外膜肺氧合使用、持续透析、术后开胸

止血、床旁紧急开胸抢救例数以及术后住院日均明

显高于常规手术组（ＯＰＣＡＢ 组，表 ２）。
２． 术中直接导致术式改变相关原因依次为严重

左心功能不全，术中反复出现恶性心律失常难以控

制及 目 标 血 管 暴 露 困 难， 分 别 占 全 组 比 例 的

６０ ９％ 、３５ ３％及 ３ ８％ 。 其中，目标血管难以暴露

主要原因是心脏偏大或横位，搬动心脏时无法维持

血压 ２ 例，血管偏细管 １ 例，目标血管高位无法显示

３ 例。 术中反复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无法维持血压 ５５
例，包括心动过缓 ２４ 例，心动过速 １０ 例，心室颤动

２１ 例，５５ 例患者中，有 ６ 例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均

＜ ４０％ ，其余 ４９ 例均为左主干病变患者，包括 １０ 例

左主干狭窄 ５０％ ～ ７０％ 病例，３９ 例左主干狭窄 ＞
７０％病例（表 ３）。

表 ２　 两组术中及术后比较［ｘ ± ｓ，ｎ（％ ）］
项目 体外组（ｎ ＝ １５６） ＯＰＣＡＢ 组（ｎ ＝ ４２１２） Ｐ 值

死亡 ２４（１５ ４） ６３（１ ５） ＜ ０ ０１
ＩＡＢＰ 使用 ８１（５１ ９） ２５２（６ ０） ＜ ０ ０１
ＥＣＭＯ 使用 １５（９ ６） ５（０ １） ＜ ０ ０１
ＣＲＲＴ ４３（２７ ６） １２６（３ ０） ＜ ０ ０１
开胸止血 ２５（１６ ０） ５３（１ ２） ＜ ０ ０１
床旁开胸抢救 １３（８ ３） ２４（０ ６） ＜ ０ ０１
术后住院日 ／ ｄ １７ ５ ± １３ ２ ７ ７ ± ５ ６ ＜ ０ ０１

　 　 注：ＩＡＢＰ：主动脉内球囊反搏，ＥＣＭＯ：体外膜肺氧合，ＣＲＲＴ：持
续透析

表 ３　 １５６ 例患者术式改变原因及射血分数比较（ｘ ± ｓ）
术式改变原因 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 ／ ％ 例数（％ ）

心功能不全 ４０ ３ ± ７ ５ ９５（６０ ９）
目标血管暴露困难∗ ５１ ± ６ ５ ６（３ ８）
恶性心律失常∗ ５０ ± ４ ７ ５５（３５ ３）

　 　 注：与心功能不全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讨　 论

Ｓｏｌｔｏｓｋｉ 等［１］将 ＯＰＣＡＢ 术中术式改为体外循环

的常见原因概括为： ①难以达到理想的再血管化。
②术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③再血管化失败。 本研

究中术式改变的原因依次为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低

心排出量综合征（低心排）、恶性心律失常难以控

制、以及心脏偏大或横位或血管偏细管无法暴露充

分等。 与已有的报道相一致。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除少数目标血管难以暴露的病例外，术式改变与左

心室射血分数低下及左主干病变有关。
已公认左心室低射血分数是传统体外循环辅助

心脏停跳下 ＣＡＢＧ 术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２］，主要

是由于缺血心肌无法承受再灌注损伤和体外循环损

伤所带来的打击，未能从血运重建中获益就发生不

可逆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心功能障碍，长期处于低灌

注状态的全身器官在体外循环后产生严重的脏器功

能不全，从而影响手术效果。 ＯＰＣＡＢ 能有效的降低

有体外循环高危因素患者和不能耐受体外循环患者

的手术风险，使严重心功能不全、肝肾功能不全、高
龄等原属手术禁忌证的患者获得了手术治疗机

会［３］。 然而，低射血分数本身会给完成 ＯＰＣＡＢ 带

来一定困难，我们的研究中发现：９５ 例心排出量低

的患者部分由于心脏扩大或应激性差，术中搬动心

脏暴露冠状动脉时引起血压下降或心律失常，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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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造成暴露困难和吻合不便，另一方面造成心脏或

全身组织器官灌注不良。 从而被迫转为体外循环辅

助下继续完成手术。
一般情况下，左冠状动脉主干供应心脏 ７０％ 的

血液，左主干狭窄 ５０％ 以上或血流被阻断，极易发

生猝死、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及心源性体克，是冠心

病患者中的高危人群［４⁃ ５］。 对于此类患者，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术是一种生存优势颇佳的再血管化有效

方法［６］。 然而此类病变移植手术风险极大，目前多

数学者认为，严重左冠状动脉主干狭窄作为一个独立

因素可明显增加手术病死率［７］。 采用何种手术方式

对左主干病变患者实施 ＣＡＢＧ 术，目前仍有不同的看

法，许多学者认为对于左主干狭窄病变，尤其是无保

护的左主干狭窄病变，手术风险大，因此多采用 ＣＰＢ
下完成手术。 然而也有报道 ＯＰＣＡＢ 术对于左主干病

变的安全性、可行性及微创效果［８］。 左主干病变程度

与 ＯＰＣＡＢ 术中术式改变的相关研究目前尚未有文献

报道，本研究中术式由 ＯＰＣＡＢ 改为体外循环辅助下

ＣＡＢＧ 术的 ４９ 例左主干病变患者中，有 ３９ 例左主干

狭窄为 ７０％以上，其余 １０ 例狭窄 ５０％以上的患者均

合并有右冠状动脉主干病变及严重的多支血管病变。
手术方式改变是由于反复出现心动过速或心率缓慢、
心室颤动，或出现急性心肌梗塞而导致无法维持正常

血流动力学。
临床研究表明，随着体外循环技术的进步，大多

数冠心病患者，包括高龄重症的冠心病患者采用体

外循环辅助下实施 ＣＡＢＧ 总体上是安全可靠

的［９⁃１０］，而 ＯＰＣＡＢ 紧急转为体外循环辅助下移植术

的患者术中低血压和低心排的时间明显延长，手术

的病死率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更高，住院时间更

长，住院费用更多，因而手术风险更大。 本研究也提

示了术式转变患者的手术死亡率、术中及术后 ＩＡＢＰ
及 ＥＣＭＯ 的使用率、术后开胸止血、床旁开胸抢救、
术后持续透析以及术后住院日均明显比正常 ＯＰ⁃
ＣＡＢ 组高。 还有许多研究表明，既往 ＣＡＢＧ 史、充
血性心力衰竭、移植血管数目、左主干病变是 ＯＰ⁃
ＣＡＢ 术式改体外循环辅助下 ＣＡＢＧ 术的常见危险

因素［１１］，然而这些危险因素的具体量化目前尚无统

一标准。 在实践上我们的体会是，对于左主干狭窄

７０％以上的患者、或左主干狭窄 ５０％ 以上合并有右

冠状动脉主干病变及严重三支病变、通过造影结果

判断缺乏足够的侧枝保护的病例，左心室射血分数

＜ ４０％ 、以及缺乏 ＯＰＣＡＢ 手术经验时，除非不能耐

受体外循环，否则应优先考虑实施体外循环辅助下

心脏不停跳移植手术，一方面是由于空跳的心脏负

荷减轻，而且得到持续的血流灌注，避免术中心肌缺

血缺氧，另一方面有利于暴露目标血管。 如果确实

要实施 ＯＰＣＡＢ 手术时，术中搬动心脏应十分轻柔，
既要充分暴露靶血管，又要尽可能地减少对血流动

力学的影响，必要时使用分流栓以减少搭桥过程中

暂时阻断冠状动脉血流带来的损伤，或辅以 ＩＡＢＰ。
如术中出现严重心律失常、心室颤动以及低心排时，
应及时果断的改用体外循环辅助。 此外有研究表

明，ＣＡＢＧ 术中，血管化不完全易影响到手术的效

果。 因此，部分体格肥胖心脏横位的患者、心脏明显

增大，合并多支冠状动脉病变尤其是回旋支和左心

室后支需高位移植术的患者，除了前降支等少数表

浅的血管外，往往目标血管暴露相对困难，采用 ＯＰ⁃
ＣＡＢ 方法，往往难以达到最大限度解决血管化的目

的，此类患者也尽可能使用体外循环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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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瓣膜置换术后引流液血红蛋白含量变化指导
自体血回收最佳时段的研究

陈越岭　 郝兴海　 贾 明　 侯晓彤　 车 辑　 卢 荣　 贾士杰

　 　 ［摘要］ 　 目的：观察瓣膜置换术后引流量和心包纵隔引流血中血红蛋白丢失量随时间变化的趋

势，为有效回收利用术后心包纵隔引流血提供基础数据。 方法：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瓣膜置换

术后早期引流量偏多的 １４０ 例患者进行了前瞻性横断面研究，观察其 ２４ｈ 内引流量及心包纵隔引流血

中血红蛋白丢失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记录前 １０ｈ 每小时引流量，并采集引流血检测引流血中血红蛋

白浓度（ＨＢ），计算引流血中血红蛋白含量，即血红蛋白丢失量。 结果：术后 ６ｈ 内引流量和血红蛋白丢

失量分别达到 ２４ｈ 总量的 ７６％和 ８５％ 。 引流量、ＨＢ、血红蛋白丢失量均随时间逐渐下降，下降趋势在 ６
～ ８ｈ 内非常明显，其后趋于缓和。 结论：心脏术后心包纵隔引流血血红蛋白丢失量随时间迁延逐渐减

少，前 ６ｈ 为 ２４ｈ 总量的 ８５％ 。 瓣膜置换术后前 ６ｈ 是进行引流血自体回输的主要时段。
［关键词］ 　 瓣膜置换术；心包纵隔引流血；自体回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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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后出血是心脏外科术后需要重点观察的问题

之一，血液大量丢失将导致异体输血量增加，并增加

相关并发症发生的概率［１］。 瓣膜置换是常见的体

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减少术后引流血血红蛋白丢

失，降低异体血输注率和输注量，是非常值得深入研

究的问题，特别是在血液制品短缺危及公共卫生安

全的今天。 自体血回输在心脏术中［２］ 和术后均在

临床有所应用，术后引流血自体回输是综合性血液

保护方法之一，但其科学合理、安全有效的实施，有
赖于对术后引流状况的系统观察。 本文把术后引流

血中血红蛋白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作为主要观察内

容，意在为合理实施引流血自体回输提供必要的理

论支持。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和纳入排除标准：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瓣膜置换术后早期引流偏多的患者进

行了前瞻性横断面观察性研究，纳入标准： ①术前

凝血功能正常，无血液系统疾病，肝肾功能正常患

者； ②置入心包和纵隔引流管，两侧胸膜未破损者；
③术后前 ３ｈ 内任一小时总引流量≥１５０ｍＬ。 排除

标准： ①急诊或二次手术患者；②术后 ２４ｈ 内 Ｘ 线

示两侧有出血引起的胸腔积液；③因出血多二次开

胸止血。 符合标准的共纳入 １４０ 例，男性 ９６ 例，女
性 ４４ 例；年龄 ３８ ～ ７５ 岁，平均（６０ ± １０）岁；平均体

质量（７１ ± １２） ｋｇ；行单瓣膜置换者 １００ 例，多瓣膜

置换者 ４０ 例；ＣＰＢ 时间（９４ ± ３８）ｍｉｎ，阻断时间（５７
± ２９）ｍｉｎ；入 ＩＣＵ 后体内血红蛋白浓度（１０７ ± １８）
ｇ ／ Ｌ；入 ＩＣＵ 后体温（３５ ６ ± ０ ４）℃。 统计入选病例

的一般资料、手术资料、实验室检查数据。
２． 标本获得和观察指标：患者术后在手术室内

把心包和纵隔引流管分别连接水封瓶，瓶中水为无

菌 ０ ９％ 氯化钠液 ４００ｍＬ。 入 ＩＣＵ 后常规查 ＡＣＴ，
符合标准患者查血栓弹力图，同时密切观察引流血。
分别记录心包和纵隔术后 １０ｈ 内每小时引流量，记
为 Ｐ１ ～ Ｐ１０ 和 Ｍ１ ～ Ｍ１０；将心包和纵隔引流瓶中血

混匀后，分别抽取 １ ～ １０ｈ 引流血至 ＥＤＴＡ 抗凝管中

立即进行血常规检测，获得引流血血红蛋白浓度值，
分别记为 Ｑ１ ～ Ｑ１０ 和 Ｎ１ ～ Ｎ１０。 计算：对心包和纵

隔第 １ ～ １０ 小时血红蛋白浓度分别计算，心包第 １ｈ
血红蛋白浓度等于 Ｑ１ｘ（Ｐ１ ＋ ４００） ／ Ｐ１， 纵隔第 １ｈ
血红蛋白浓度等于 Ｎ１ｘ（Ｍ１ ＋ ４００） ／ Ｍ１；心包第 ２ｈ
血红蛋白浓度等于［Ｑ２ｘ（Ｐ１ ＋ Ｐ２ ＋ ４００） － Ｑ１ｘ（Ｐ１
＋ ４００）］ ／ Ｐ２，纵隔第 ２ｈ 血红蛋白浓度等于 ［ Ｎ２ｘ

（Ｍ１ ＋ Ｍ２ ＋４００） － Ｎ１ｘ（Ｍ１ ＋ ４００）］ ／ Ｍ２ 以此类推，
分别获得第 ３ ～ １０ｈ 心包和纵隔血红蛋白浓度。

对心包和纵隔每小时引流血相加获得每小时引

流总量（记录为 Ａ）；对心包每小时血红蛋白浓度值

乘以心包每小时引流量获得心包每小时血红蛋白丢

失量（记录为 Ｂ），对纵隔每小时血红蛋白浓度值乘

以纵隔每小时引流量获得纵隔每小时血红蛋白丢失

量（记录为 Ｃ），将（Ｂ ＋ Ｃ） ／ Ａ 记录为患者每小时引

流血中血红蛋白浓度，其中（Ｂ ＋ Ｃ）所得值即为患者

每小时血红蛋白丢失量。
３．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统计软件。 计

量资料均以均值 ± 标准差表示，采用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 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 以 Ｐ ＜ 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瓣膜置换术后患者 ６ｈ 和 ２４ｈ 血液丢失情况

见表 １。

表 １　 １４０ 例患者术后引流量和血红蛋白丢失量情况（ｘ ± ｓ）

　 　 项目 数值

６ｈ 内引流量 ／ ｍＬ ５６５ ６ ± １９８ ３
２４ｈ 总引流量 ／ ｍＬ ７４６ ８９ ± ２４０ ４
６ｈ ／ ２４ｈ 引流量百分率 ／ ％ ７６
６ｈ 内血红蛋白丢失量 ／ ｇ ４０ ２ ± １６ ７
２４ｈ 总血红蛋白丢失量 ／ ｇ ４７ ５ ± １８ ２
６ｈ ／ ２４ｈ 血红蛋白丢失量百分率 ／ ％ ８５

２． 瓣膜置换术后患者 １ ～ １０ｈ 引流量、血红蛋白

浓度、血红蛋白丢失量变化情况见表 ２。 １ ～ １０ｈ 引

流量方差分析结果 Ｆ ＝ ９５ ２０３，Ｐ ＜ ０ ００１，不同时间

引流量不同；经两两分析比较分析，认为术后第 ７ｈ
和第 ８ｈ 无差别，其余不同时间均有差别；引流量随

时间延长呈降低趋势（图 １）。 １ ～ １０ｈ 血红蛋白浓

度方差分析结果 Ｆ ＝ ２２５ １９６，Ｐ ＜ ０ ００１，不同时间

血红蛋白浓度不同；经两两分析比较分析，认为不同

时间之间均有差别；血红蛋白浓度随时间延长呈降

低趋势（图 ２）。 １ ～ １０ｈ 血红蛋白丢失量方差分析

结果 Ｆ ＝ ９９ ５３４，Ｐ ＜ ０ ００１，不同时间血红蛋白丢失

量不同；经两两分析比较分析，认为术后第 ７ｈ 和第

８ｈ 无差别，其余不同时间均有差别；血红蛋白丢失

量随时间延长呈降低趋势（图 ３）。

讨　 论

出血是心脏术后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心脏术后

出血量的多少与多种因素有关［３］，体外循环时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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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术后 １ ～ １０ｈ 引流量均值随时间变化

趋势

图 ２　 术后 １ ～ １０ｈ 血红蛋白浓度均值随时

间变化趋势

图 ３　 术后 １ ～ １０ｈ 血红蛋白丢失量随时间

变化趋势

表 ２　 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引流血血红蛋白变化情况（ｘ ± ｓ）

时间 ／ ｈ 引流量 血红蛋白浓度 血红蛋白丢失量

１ １６１ ９ ± ７０． ６ ７８ ８ ± １３ ３ １３ ４ ± ７ ４
２ １０９ ２ ± ３６． ７ ７１ ５ ± １３ １ ８ １ ± ３ ８
３ ９５ ６ ± ４１． ５ ６５ １ ± １４ ２ ６ ５ ± ３ ９
４ ８０ ６ ± ４０． ８ ５８ １ ± １３ ２ ４ ９ ± ２ ９
５ ６４ ４ ± ４０． ０ ５２ ６ ± １２ ８ ３ ４ ± ２ ３
６ ５２ ９ ± ３０． ８ ４５ ７ ± １３ ０ ２ ５ ± ２ ０
７ ４３ １ ± ２１． ５ ３９ ０ ± １３ ６ １ ８ ± １ ２
８ ４１ ５ ± ２１． ９ ３５ ３ ± １３ ０ １ ６ ± １ ２
９ ３１ ９ ± １７． ９ ２９ ７ ± １１ ７ １ ０ ± ０ ９

１０ １８ １ ± ７． ９ ２５ ０ ± １０ ８ ０ ５ ± ０ ３
Ｆ 值 ９５ ２０３ ２２５ １９６ ９９ ５３４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和 ＣＰＢ 环路表面接触、低温、机械性损伤、血管完整

性破坏等因素导致纤溶系统激活和血小板功能异

常，引起凝血功能紊乱，并与体外循环时间成正相

关，同时增加血管通透性，使红细胞从血管中逸出，
导致术后异常出血，引流量增多［４］。 本研究主要对

体外循环下行瓣膜置换的患者进行观察。 术后常规

查 ＡＣＴ，给予鱼精蛋白中和肝素，必要时复查 ＡＣＴ，
防止肝素反跳。 纳入人群中血栓弹力图正常者共

８０ 例，异常者 ６０ 例，简单进行统计后发现，凝血功

能异常者的转机时间和阻断时间均较正常者明显

延长。
通过观察瓣膜置换术后患者 １ ～ １０ｈ 内每小时

引流量、引流血血红蛋白浓度和血红蛋白丢失量随

时间变化趋势，发现上述观察指标均随时间逐渐下

降，在前几个小时内下降趋势明显，后下降趋势逐渐

缓和，可能和术后凝血功能逐渐被纠正有关。 同时

发现血红蛋白丢失量大部分在术后早期，因此建议

对体外循环术后患者早期及时进行凝血功能监测，
并积极根据结果进行临床干预，纠正凝血功能异常，
减少血液丢失。

通过观察引流量随时间变化趋势，发现 ７６％

引流血发生在前 ６ｈ 内，这与多项研究得出的结论

相近［５ － ８］ 。 同时，我们还关注引流血的“质”，而不

仅仅是“量”，把引流血中的血红蛋白丢失情况作

为关注重点，发现 ８５％ 的血红蛋白丢失发生也在

前 ６ｈ 内，提示术后血液保护的关键时期在于早

期。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术后血液利用提供参

考和奠定基础，６ｈ 后引流量和丢失血红蛋白明显

降低，术后血液保护关键时段在 ６ｈ 内为宜。 术后

血液回输已经被研究者们［９⁃１０］ 证明是有效且安全

的，能有效减少异体输血量。 Ｓｉｒｖｉｎｓｋａｓ 等［１１］ 对心

脏术后前 ４ｈ 引流血离心后回输，与未回输组比

较，回输组有效减少异体输血量；Ｌｅｐｏｒｅ 等［１２］ 对心

脏术后前 ６ｈ 纵隔引流血进行回输，发现异体输血

量明显减少。
本文是第一个以引流血血红蛋白丢失量为观察

对象的研究指导术后引流液的充分利用，减少异体

输血量，降低术后对血产品的需求。 同时有助于更

好理解患者术后血红蛋白变化的进程，对于大量血

红蛋白丢失引发失血性贫血的患者，也应在早期积

极关注体内血红蛋白浓度变化，及时干预，以免术后

病情恶化。
因为本文章是横断面观察性研究，对各项止血

措施未予控制，止血药物氨甲环酸和重组人凝血因

子Ⅶａ［１３］等使用会影响术后血液丢失，但是本中心

止血措施会根据临床凝血功能检测结果进行治疗，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干预差异。 本研究观察瓣膜置

换术后引流量偏多病人，不能反映本中心心脏术后

出血情况，但是本研究目的是为术后引流量偏多病

人进行血液利用时提供参考信息。 同时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验证这些结论，寻找有效手段充分利用引

流血。
综上所述，心脏术后引流血血红蛋白丢失量的

随时间迁延逐渐减少，前 ６ｈ 占术后 ２４ｈ 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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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 瓣膜置换术后前 ６ｈ 是进行引流血自体回输

的主要时段。 术后应早期积极行凝血功能检查，并
尽早针对性治疗，减少血红蛋白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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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 ＩＩ 型内漏的诊断
和治疗

寇 镭　 陈 忠　 唐小斌　 吴章敏　 刘 晖　 杨耀国　 王 盛　 刘 硕　 吴庆华

　 　 ［摘要］ 　 目的：　 探讨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ＥＶＡＲ）术后单纯 ＩＩ 型内漏的诊断和治疗方式。 方

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 ＥＶＡＲ 术后治疗 ＩＩ 型内漏的发病率、
诊断方法、随诊情况以及干预治疗措施。 结果：本组 ＥＶＡＲ 术后发现单纯 ＩＩ 型内漏 ３６ 例，发生率

１０ ８４％ ；２１ 例（５８ ３％ ）为术后即刻动脉造影显示 ＩＩ 型内漏存在，另 １５ 例（４１ ７％ ）ＥＶＡＲ 术后即刻动

脉造影未发现内漏，随访过程中发现 ＩＩ 型内漏存在。 随访时间 ３ ～ １１８ 个月，平均随访时间 １７ ９ 个月。
ＩＩ 型内漏自愈率为 ４７ ２％ （１７ ／ ３６）。 随诊过程中瘤体直径无明显增大 ２７ ８％ （１０ ／ ３６）。 失访率 １３ ９％
（５ ／ ３６）。 ４ 例 ＩＩ 型内漏因瘤体直径增加 ＞ １０ｍｍ 给予经动脉途径弹簧圈栓塞术治疗，二次干预治疗率

１１ １％ （４ ／ ３６）；术中即刻动脉造影 ＩＩ 型内漏均消失，技术成功率 １００％ 。 其中 ２ 例靶动脉栓塞者随诊 １２
个月无内漏复发，瘤体直径缩小；１ 例髂内动脉和瘤腔内栓塞，术后复查 ＣＴＡ 提示 ＩＩ 型内漏存在，瘤体直

径较栓塞术前缩小 ３ｍｍ，栓塞术后随访 ２１ 个月 ＩＩ 型内漏仍存在，瘤体直径无继续增大；１ 例瘤腔栓塞术

后 １０ 个月发现 ＩＩ 型内漏复发且瘤体直径增大 １０ｍｍ，栓塞术后 １５ 个月动脉瘤破裂，急诊行腹主动脉瘤

切除、腹主动脉至双侧髂总动脉人工血管间置移植术成功，术中确诊为腰动脉来源导致 ＩＩ 型内漏；目前

开腹术后随访 ６ 个月患者情况良好。 结论：ＥＶＡＲ 术后 ＩＩ 型内漏是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在中、远期随访

中 ＩＩ 型内漏的出现甚至导致瘤体直径增加并不少见，甚至可以导致破裂。 因此对于 ＥＶＡＲ 术后严密随

访十分重要，尤其对于瘤体直径增大者。 应用支撑导管行经动脉途径栓塞术，有助于到达靶动脉开口部

位。 应用弹簧圈进行靶动脉开口部位确切栓塞可能会降低 ＩＩ 型内漏的复发率，且安全。 其远期疗效有

待于更长时间的随访和更多的病例积累。
［关键词］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ＩＩ 型内漏；栓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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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ｅ ｔｏ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ｌａｔ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ｅｍｂｏｌ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ｓ ｍａｙ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ｒｔ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ｅｍｂｏ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ｒｔｅ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ｉｌ ｍａｙ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ＩＩ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ｒｅｐａｉｒ； Ｔｙｐｅ ＩＩ ｅｎｄｏｌｅａｋ； 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ｒｅｐａｉｒ， ＥＶＡＲ）在解剖条件适合的前

提下， 目前已经被认为是肾下腹主动脉瘤首选的治

疗方法。 与经典的开腹手术相比较，ＥＶＡＲ 具有无

可置疑的微创优势，因此具有更低的围手术期死亡

率、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更短的住院和术后监护时间。
但是 ＥＶＡＲ 术后内漏的发生是导致动脉瘤瘤体继

续增大、甚至破裂，以及需要再次干预治疗的最主要

原因［１⁃２］。 与 Ｉ 型内漏相比较，ＥＶＡＲ 术后 ＩＩ 型内漏

被很多医生认为是“较为良性的”，基于其“较低的

发病率”、可以自愈，以及少有破裂的风险。 回顾性

分析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肾下腹主动脉瘤 ＥＶＡＲ
术后 ＩＩ 型内漏的发现、随诊以及治疗情况，并做进

一步探讨。

资料与方法

１． 病例选择 　 回顾性分析自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在安贞医院血管外科接受 ＥＶＡＲ 治疗

的肾下腹主动脉瘤 ３３２ 例，入选标准入下：①肾下腹

主动脉瘤接受 ＥＶＡＲ 治疗的平诊病例（排除破裂腹

主动脉瘤急诊治疗的病例），②随诊资料齐全，包
括：ＥＶＡＲ 术后即刻的腹主动脉造影；出院前常规腹

主动脉 ＣＴＡ 和彩色超声多普勒复查；术后随诊最短

为 ３ 个月的影像学资料（腹部 ＣＴＡ 和彩色超声多普

勒），③排除确诊有 Ｉ 型、ＩＩＩ 型或 ＩＶ 型内漏的病例。
２． 一般临床资料　 本研究共收录病例 ３３２ 例，

其中男性 ２８２ 例（８４ ９％ ），女性 ５０ 例（１５ １％ ），年
龄为（７０ ５ ± ８ ９３）岁，随访时间 ３ ～ １１８ 个月，平均

随访时间 １７ ９ 个月。
３． ＩＩ 型内漏的诊断　 本组病例均在 ＥＶＡＲ 术后

即刻行腹主动脉⁃双髂动脉造影，以明确有无内漏存

在。 术后随诊检查包括腹主动脉 ＣＴＡ 和彩色超声

多普勒，以评估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效果以及有无

内漏存在等情况。
４． 术后 ＩＩ 型内漏发生情况 　 术后发现 ＥＶＡＲ

术后单纯 ＩＩ 型内漏（未合并其它型内漏）３６ 例，发
生率 １０ ８４％ 。 其中男性 ３１ 例（８６ １％ ），女性 ５ 例

（１３ ９％ ），平均年龄为（７１ ± ９ ８）岁。 ＩＩ 型内漏来

源如下： 肠系膜下动脉来源 １２ 例（３３ ３％ ）；腰动脉

来源 １２ 例（３３ ３％ ）；髂内动脉来源 １ 例（２ ８％ ）；
来源不明 １１ 例（３０ ５％ ）。 其中 ＩＩ 型内漏来源不明

者均明确排除其它类型的内漏，诊断为 ＩＩ 型内漏，
其来源可能为肠系膜下动脉或腰动脉来源。 本组病

例中未明确诊断有来源于副肾动脉或骶正中动脉

者。 ＥＶＡＲ 术中应用覆膜支架系统包括： ＣＯＯＫ
ＺＥＮＩＴＨ ＦＬＥＸ 覆膜支架 ５ 例（１３ ８％ ）、 ＧＯＲＥ ＥＸ⁃
ＣＬＵＤＥＲ 覆膜支架 ９ 例 （２５％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
ＤＵＲＡＮＴ 覆膜支架 ２０ 例 （５５ ６％ ）、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
ＴＡＬＥＮＴ 覆膜支架 １ 例（２ ８％ ）以及上海微创 ＭＩ⁃
ＣＲＯＰＯＲＴ 覆膜支架 １ 例（２ ８％ ）。 合并疾病包括

高血压 ２４ 例（６６ ７％ ），冠心病 １６ 例（４４ ４％ ），糖
尿病 ４ 例（１１ １％ ）。

５． 随访结果　 术后 ３ ～ １４ｄ 完善术后复查；术后

３ 个月常规第一次随诊；此后依据复查结果常规间

隔 ６ ～ １２ 个月随诊。 在随诊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内漏

出现或者瘤体直径增大者，建议每 ３ ～ ６ 个月随诊，
直至 ２ 次以上随诊结果瘤体直径无增大者改为间隔

６ ～ １２ 个月随诊。
本组 ３６ 例 ＩＩ 型内漏中，２１ 例（５８ ３％ ）为术后

即刻动脉造影显示 ＩＩ 型内漏存在，该 ２１ 例中 ７ 例未

应用抗血小板药物，９ 例应用一种抗血小板药物，５
例应用两种抗血小板药物。 均未应用抗凝药物治

疗。 另 １５ 例（４１ ７％ ）ＥＶＡＲ 术后即刻动脉造影未

发现内漏，随访过程中发现 ＩＩ 型内漏存在。 其中 ８

６７８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１



例为出院前复查诊断为 ＩＩ 型内漏。 另外 ７ 例分别

在随访第 ４，６，１２，１３，２８，３２ 和 ５０ 个月时诊断为 ＩＩ
型内漏，ＥＶＡＲ 术后随诊发现 ＩＩ 型内漏的平均时间

为 ２０ ７ 个月（未包括出院前复查诊断者）。 本组中

２ 例 为随诊过程中彩色超声多普勒首先发现 ＩＩ 型

内漏，并经动脉造影确诊，而同期的 ＣＴＡ 检查并未

发现内漏。 其余病例均为 ＣＴＡ 首先发现或 ＣＴＡ 与

彩超同时诊断 ＩＩ 型内漏。

结　 果

１． 本组病例中，ＩＩ 型内漏自愈率为 ４７ ２％ （１７ ／
３６），其中 ＥＶＡＲ 术后出院前自愈率为 ３３ ３％ （１２ ／
３６）；随诊过程中自愈率为 １３ ９％ （５ ／ ３６）。 随诊过

程中瘤体直径无明显增大（直径较术前增加 ＜ ５ｍｍ
或缩 小 者） ２７ ８％ （ １０ ／ ３６ ）。 二 次 干 预 治 疗 率

１１ １％ （４ ／ ３６）。 失访率 １３ ９％ （５ ／ ３６）。
２． 本组中 ２１ 例为 ＥＶＡＲ 术中即刻动脉造影发

现有 ＩＩ 型内漏，在术后均给于严格控制血压，对于

无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狭窄性疾病者，且在患者能

够耐受的前提下控制收缩压于 １００ ～ １２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停用抗凝和抗血小板药物

（伴随疾病病情允许的前提下）。 其中 １２ 例患者出

院前诊断 ＩＩ 型内漏消失，为术后 ７ ～ １４ｄ 后腹部

ＣＴＡ 和彩色超声多普勒确诊；该 １２ 例中有 ３ 例失

访，其余 ９ 例在平均随访 １１ ４ 个月（３ ～ ２６ 个月）过
程中未发现瘤体直径增大及内漏复发。 另 ９ 例出院

时 ＩＩ 型内漏仍存在者，瘤体直径均较术前无增大：
其中 ４ 例失访；２ 例在随访 ４ 个月后内漏消失且瘤

体直径无增大，３ 例分别 在随访 ３，１３，２４ 个月后内

漏仍存在，瘤体直径均无明显变化，目前仍在随

诊中。
３． 本组中 １５ 例为术后随访过程中发现 ＩＩ 型内

漏。 其中 ８ 例患者出院前复查发现 ＩＩ 型内漏（其中

１ 例在随访 ３９ 个月后内漏仍存在，且瘤体直径增

大，行动脉栓塞术。 １ 例失访。 ３ 例分别随访 ３，１１，
１１ 个月后内漏消失，瘤体直径无增大。 另 ３ 例分别

随访 ３，４，２２ 个月后内漏仍存在，瘤体直径无增大）。
４ 例患者分别在随访 ４，１２，１３ 及 ３２ 个月时发现 ＩＩ
型内漏存在，瘤体直径无增大，目前继续随诊。 ３ 例

分别在随访 ６，２８，５０ 个月后发现瘤体增大超过

５ｍｍ 且明确 ＩＩ 型内漏存在，均行经动脉栓塞术

治疗。
４． 本组中有 ４ 例行 ２ 次干预治疗。 其中 １ 例

ＥＶＡＲ 术后出院前复查 ＣＴＡ 瘤体直径较术前增大

５ｍｍ，随诊 ２ 年瘤体直径稳定无继续增大，并未发现

内漏存在；术后 ２８ 个月复查发现瘤体直径较术前增

大约 １０ｍｍ，动脉造影诊断为腰动脉来源 ＩＩ 型内漏，
行左侧肱动脉穿刺入路，经左侧髂内动脉选择双侧

腰动脉弹簧圈栓塞成功；栓塞术后随访 １２ 个月瘤体

直径缩小且 ＩＩ 型内漏愈合。 １ 例 ＥＶＡＲ 术后出院前

复查 ＣＴＡ 瘤体直径较术前无增大，但是有 ＩＩ 型内漏

存在；持续随诊至术后第 ３９ 个月发现瘤体直径增大

１１ｍｍ 伴经对侧髂内动脉和同侧股深动脉来源，灌
注髂内动脉形成 ＩＩ 型内漏；行患侧股总动脉穿刺入

路，经股深动脉应用弹簧圈栓塞髂内动脉和瘤腔成

功，即刻动脉造影无内漏；术后复查提示 ＩＩ 型内漏

存在，瘤体直径较栓塞术前缩小 ３ｍｍ，栓塞术后随

访 ２１ 个月 ＩＩ 型内漏仍存在，瘤体直径无增大，目前

仍在随诊中。 １ 例 ＥＶＡＲ 术后瘤体直径缩小或无改

变，且未发现内漏；在术后随诊至第 ６ 个月时发现肠

系膜下动脉来源的 ＩＩ 型内漏伴瘤体直径增大

１０ｍｍ；经左肱动脉穿刺入路，经肠系膜上动脉选择

至肠系膜下动脉开口行弹簧圈栓塞成功；栓塞术后

随访 １２ 个月瘤体直径缩小且 ＩＩ 型内漏愈合。 １ 例

ＥＶＡＲ 术后瘤体直径缩小或无改变，且未发现内漏；
在术后随诊至第 ５０ 个月时发现腰动脉来源 ＩＩ 型内

漏伴瘤体直径增长 １８ｍｍ；行右侧股动脉穿刺，经覆

膜支架髂支与自体动脉间选择进入 ＩＩ 型内漏瘤腔

中行弹簧圈栓塞成功；于栓塞术后 ３ 和 ６ 个月随诊

ＩＩ 型内漏存在但瘤体直径无增大；随诊至栓塞术后

１０ 个月发现 ＩＩ 型内漏存在且瘤体直径增大 １０ｍｍ，
但是患者拒绝再次干预治疗；随诊至栓塞术后 １５ 个

月时出现动脉瘤破裂，瘤体直径较栓塞术后增大

２０ｍｍ，急诊行腹主动脉瘤切除、腹主动脉至双侧髂

总动脉人工血管间置移植术成功，术中确诊为腰动

脉来源导致 ＩＩ 型内漏；目前开腹术后随访 ６ 个月患

者情况良好。
本组 ４ 例 ＥＶＡＲ 术后 ＩＩ 型内漏 ２ 次干预治疗

（１１ １％ ，４ ／ ３６），均行经动脉途径弹簧圈栓塞术，技
术成功率为 １００％ 。 栓塞术后 ＩＩ 型内漏复发 ２ 例

（５０％ ），均为瘤腔内弹簧圈栓塞；另 ２ 例靶动脉栓

塞（双侧腰动脉和肠系膜下动脉）者，随诊 １２ 个月

无复发。 栓塞术后腹主动脉瘤破裂 １ 例，经开腹手

术治疗成功。 本组 ＥＶＡＲ 术后 ＩＩ 型内漏导致腹主

动脉瘤破裂率为 ２ ８％ （１ ／ ３６）。 无相关死亡病例。

讨　 论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 ＩＩ 型内漏均可以 ＥＶＡＲ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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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刻的动脉造影时出现或者是发现。 本组 ３６ 例

ＩＩ 型内漏中，有 ７ 例（１９ ４％ ）是在随访第 ４ ～ ５０ 个

月时才发现 ＩＩ 型内漏。 文献报道［３］ 随访中 ＩＩ 型内

漏发生率为 ４ ５％ ～ １６％ ，时间为术后 １０ ～ ４８ 个

月。 其次，在随访过程中瘤体直径缩小或稳定的病

例，仍有瘤体直径增大甚至破裂的风险。 本组中有

３ 例均是在较长时间的随访瘤体直径无增大的情况

下，分别在术后 ２８，３９ 和 ５０ 个月时发现瘤体直径明

显增大而给予二次干预治疗。 因此，腹主动脉瘤

ＥＶＡＲ 术后持续的随访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对于有

瘤体直径进行性增大者和已经发现有 ＩＩ 型内漏的

病例术后更应该严密随访。
对于 ＩＩ 型内漏的诊断，多数文献推荐腹主动脉

ＣＴＡ 作为首选，亦有文献报道应用彩色超声多普勒

作为诊断依据［３⁃４］。 本组中有 ２ 例为彩色超声多普

勒首先发现 ＩＩ 型内漏，而同期的 ＣＴＡ 检查只是发现

瘤体直径增加，而未发现瘤腔内有造影剂显影。 可

能与 ＣＴＡ 采集影像的时机相关，延期像的采集可能

有助于 ＣＴＡ 对于内漏的发现和诊断。 而对于瘤体

直径的测量，毋庸置疑 ＣＴＡ 肯定更为精确。 所以我

们建议 ＥＶＡＲ 术后随诊，ＣＴＡ 和彩色超声多普勒都

是必要的。
ＩＩ 型内漏是 ＥＶＡＲ 术后比较常见的并发症（本

组发病率为 １０ ８４％ ，文献报道［３］为 ４ ５％ ～１６％ ）。
虽然其有较高的自愈率（本组 ４７ ２％ ，文献报道［３］

３５ ４％ ）；而且很多病例在中、长期随诊过程中腹主

动脉瘤瘤体直径无明显增大甚至缩小 （本组为

２７ ８％ ）。 由于以上原因 ＩＩ 型内漏容易被忽视。 但

是 ＩＩ 型内漏确实可以导致瘤腔的增大甚至导致瘤

体破裂，文献报道其发病率为 ０ ９％ ［３］，本组中有 １
例 ＩＩ 型内漏导致的瘤体破裂。 因此，对于持续存在

的 ＩＩ 型内漏且导致瘤体明显增大者应给予积极的

二次干预治疗。
有研究［５］提示 ＥＶＡＲ 术后随访 ２ 年，腹主动脉

瘤的破裂率为 １ ８％ ，存在 ＩＩ 型内漏者与没有 ＩＩ 型
内漏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因此很多学者认

为 ＩＩ 型内漏是“良性”的，应给予保守治疗。 并无证

据证明控制血压和停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有助于

内漏的自愈。
针对 ＩＩ 型内漏干预治疗的标准目前尚无一级

循证医学证据的推荐。 有学者认为持续存在的 ＩＩ
型内漏均应积极干预治疗，但是基于 ＩＩ 型内漏较高

的自愈率；中、远期随访中自愈的可能（本组最长时

间为术后 １１ 个月，文献报道为 ４ 年［３］ ）以及较多病

例在随诊过程中瘤体直径稳定，我们认为此观点过

于激进。 还有学者［６］ 推荐 ＩＩ 型内漏导致瘤体直径

增加 ５ｍｍ 者应干预治疗，其依据只是 “瘤体直径增

加 ５ｍｍ 可以除外测量误差”，即一旦发现瘤体直径

增长就应干预，此观点并无证据支持。 目前有治疗

指南推荐（２ｂ 级证据） ［７］：ＩＩ 型内漏瘤体直径无明显

增大者，保守治疗应作为首选； ＩＩ 型内漏持续存在

且瘤体直径增长≥１０ｍｍ 是干预治疗的指证，且腔

内治疗作为首选。 我们以此作为 ＩＩ 型内漏干预治

疗的标准。
ＩＩ 型内漏干预治疗的方法包括：开腹手术靶动

脉结扎和直视下瘤腔穿刺栓塞、腹腔镜下靶动脉结

扎术（以上 ２ 种治疗方式临床上已经极少应用）、ＣＴ
引导经腰穿刺栓塞术和经动脉途径栓塞术，开腹行

腹主动脉瘤切除人工血管移植术只作为腔内治疗失

败时应用。
文献报道［３，８］ ＣＴ 引导经腰穿刺瘤腔栓塞术与

经动脉途径栓塞术相比，具有较高的技术成功率

（８１％ ｖｓ． ６２ ５％ ，Ｐ ＝ ０ ０２４）和较低的栓塞术后 ＩＩ
型内漏持续存在（１９ ％ ｖｓ． ３５ ８％ ，Ｐ ＝ ０ ０３６）。 但

是此治疗方法有导致肺动脉栓塞和刺破覆膜支架导

致 ＩＩＩ 型内漏的风险，多数学者只是将其作为经动脉

途径栓塞术失败后的后续治疗措施，而不作为首选。
经动脉途径栓塞术是目前临床上更多应用的治

疗 ＩＩ 型内漏的方法。 其技术成功率较低，系统回顾

性研究［３］报道其技术成功率只有 ６２ ５％ ；而以无 ＩＩ
型内漏复发作为标准，其成功率为 １５％ ～ ８９％ 。 经

动脉途径栓塞术失败的原因多为入路动脉开口选择

困难（分支动脉较多）以及入路动脉长且迂曲难以

达到靶动脉部位。 本组技术成功率为 １００％ ，但是

有 ２ 例 ＩＩ 型内漏复发（５０％ ）。 我们的经验是支撑

导管的应用有助于通过迂曲和长的路径到达靶动脉

开口部位；髂内动脉与腰动脉、髂内动脉与股深动脉

等侧枝循环丰富，如果选择或通过困难，可以尝试选

择其它路径到达靶动脉，本组中 １ 例为经右侧髂内

动脉选择进入患侧髂内动脉失败，而改行经患侧股

动脉顺行穿刺，经股深动脉选择进入髂内动脉成功

进行瘤腔内和髂内动脉栓塞。 栓塞术后 ＩＩ 型内漏

复发多被认为有以下原因：新通路的开放，灌注瘤腔

以及被栓塞动脉的再通。 我们的经验是应用弹簧圈

栓塞靶动脉的起始段（靶动脉于瘤腔的开口部位），
栓塞效果确切，而且能够避免因侧枝建立导致内漏

的复发；选择进入瘤腔后行动脉造影是必要，有助于

发现其它的灌注动脉，本组中有 １ 例（图 １）髂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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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左髂动脉造影图像　 Ａ：经左侧髂内动脉⁃腰动脉，导致 ＩＩ 型内漏，Ｂ：经左侧腰动脉选择性造

影：ＩＩ 型内漏显影，双侧腰动脉均有显影，Ｃ： 弹簧圈栓塞双侧腰动脉，造影显示 ＩＩ 型内漏消失

脉造影显示左侧 １ 支腰动脉灌注瘤腔形成 ＩＩ 型内

漏，选择进入此腰动脉后瘤腔内造影显示对侧腰动

脉显影，经瘤腔选择对侧腰动脉行双侧腰动脉开口

部位栓塞成功，目前已经随诊 １２ 个月 ＩＩ 性内漏无

复发，瘤体直径缩小。
临床上应用的栓塞物包括：弹簧圈、凝胶、硬化

剂和血管塞等，其中以弹簧圈和各种凝胶较多应用。
其中以凝胶更为多用，且有文献认为应用凝胶行靶

动脉和瘤腔内同时栓塞有助于降低 ＩＩ 型内漏的复

发率。 但是应用凝胶栓塞有导致异位动脉甚至肺动

脉栓塞的报道［８］。 本组病例均应用弹簧圈进行

栓塞。
ＥＶＡＲ 术后 ＩＩ 型内漏是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在

中、远期随访中 ＩＩ 型内漏的出现甚至导致瘤体直径

增加并不少见，因此对于 ＥＶＡＲ 术后严密随访十分

重要，尤其对于瘤体直径增大者。 应用支撑导管行

经动脉途径栓塞术，有助于到达靶动脉开口部位。
应用弹簧圈进行靶动脉开口部位确切栓塞可能会降

低 ＩＩ 型内漏的复发率，且安全。 其远期疗效有待于

更长时间的随访和更多的病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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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非发绀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行 ＣＴ 检查
的麻醉处理

吕誉芳　 赵丽云　 林培容　 赵嘉美　 马 骏　 欧阳川

　 　 ［摘要］ 　 目的：总结非发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患儿施行 ＣＴ 检查术的麻醉经验方法：回顾性

总结北京安贞医院，近 ２ 年期间施行的 ４９１ 例非发绀型先心病患儿施行 ＣＴ 检查术的麻醉经验。 在本组

病例资料中年龄均为 ３ 个月 ～ ６ 岁，平均（３ ６ ± ０ ６）岁的先心病患儿，ＡＳＡⅡ⁃Ⅲ级，体质量为 ５ ０ ～
１８ ０ｋｇ 平均（１２ ５ ± ４ ５）ｋｇ。 患儿检查前 ６ｈ 禁食，４ｈ 禁饮。 患儿送入 ＣＴ 室后平卧于检查床，连接心电

图导联和经皮血氧饱和度探头，经预先开放的静脉通路推注丙泊酚 １ ５ ～ ２ ０ｍｇ ／ ｋｇ，待患儿入睡，睫毛

反射消失后开始行 ＣＴ 检查，并用鼻导管给予氧气吸入。 结果：全组患儿均完成 ＣＴ 检查，大多数患儿经

静脉注入丙泊酚 １ 次（１ ５ ～ ２ ０ｍｇ ／ ｋｇ）即可完成检查，少部分需追加用量（约为首次用量的 １ ／ ３）。 检查

中 １７ 例患儿出现经皮血氧饱和度降低（ＳＰＯ２ ＜ ９０％ ），２３ 例出现心动过缓（Ｐ ＜ １００ ／ ｍｉｎ），６ 例出现室性

期前收缩等，均经及时处理后好转。 结论：非发绀型先心病患儿施行 ＣＴ 检查，经静脉注射丙泊酚即可满

足其麻醉需求，检查中对呼吸和循环的监测十分重要，一经发现异常改变应及时对症处理，即可保障患

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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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Ｔ 检查结果为非发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先心

病）患儿的外科治疗提供依据，此检查术对麻醉要

求较高，在不施行气管插管控制呼吸的条件下，使患

儿充分安静，以完成检查，为临床提供清晰的影像学

资料，使诊断精确。 但在麻醉过程中存在较大风险，
在麻醉处理上有其特点。 现将我院近 ２ 年期间完成

的非发绀型先心病患儿施行 ＣＴ 检查术的麻醉经验

总结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间，在北京安贞

医院完成非发绀型先心病患儿 ＣＴ 检查术麻醉 ４９１
例，年龄 ３ 个月至 ６ 岁平均（３ ６ ± ０ ６）岁，其中男

性 ２６７ 例，女性 ２２４ 例。 体质量为 ５ ０ ～ １８ ０ｋｇ 平

均（１２ ５ ± ４ ５） ｋｇ（表 １）。 心功能Ⅰ ～ Ⅱ级（ＮＹ⁃
ＨＡ），ＡＳＡⅡ⁃Ⅲ级。 患儿均收入院在病房等待心脏

手术，手术前先行 ＣＴ 检查以进一步明确诊断，病种

包括：心房间隔缺损，心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
主动脉缩窄和心内膜垫缺损（怀疑合并其他心内畸

形者），均为非发绀型先心病。 全部患儿检查前 ４ｈ
禁饮，６ｈ 禁食，均不使用术前药。 麻醉承担者在 ＣＴ
检查前到病房对患儿进行麻醉前评估，除了解患儿

一般情况和心功能外，重点了解有无药物过敏史，哮
喘史，头颈有无畸形以排除困难气道，并同患儿家长

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 ２　 ４９１ 例患儿 ＣＴ 检查中情况变化［ｎ（％ ）］

诊断
血压下降

（收缩压 ＜ ７５ｍｍＨｇ）
血氧饱和度下降 ／

＜ ９０％
心率减慢 ／

（ ＜ １００ 次 ／ ｍｉｎ）
室性期前收缩 喉痉挛

检查后高热 ／
（Ｔ ＞ ３７ ５℃）

房间隔缺损 ２ ４ ５ ０ ０ １
室间隔缺损 ０ ３ ４ ２ ０ ０
动脉导管未闭 ０ ６ ４ ０ １ ０
主动脉缩窄 ２ ２ ７ ３ ２ ２
心内膜垫缺损 １ ２ ３ １ ０ ０
合计 ５（１ ０） １７ （３ ５） ２３（４ ７） ６ （１ ２） ３（０ ６） ３（０ ６）

　 　 注：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表 １　 ４９１ 例患儿一般资料

诊断 例数 男 ／ 女
体质量 ／

ｋｇ
禁食时间 ／

ｈ
禁饮时间 ／

ｈ
房间隔缺损 ４６ ２６ ／ ２０ １３ ６ ６ ４
室间隔缺损 １７９ ８５ ／ ９４ １２ ５ ６ ４
动脉导管未闭 ７０ ３７ ／ ３３ １１ ９ ６ ４
主动脉缩窄 １６２ ９８ ／ ６４ ８ ４ ６ ４
心内膜垫缺损 ３４ ２１ ／ １３ １０ ２ ６ ４

　 　 ２． 检查前全部患儿均由病房护士开放外周静脉

放置留置针，由患儿家长带至 ＣＴ 检查室，麻醉医师

准备好监护仪，麻醉机，吸引器，麻醉药品及抢救用

药后接患儿入 ＣＴ 室，将患儿平卧于检查床，连接血

氧饱和度探头和心电图导联，并将 ５％ 葡萄糖液体

连接输液器后同静脉套管针相连接，确定液体通路

畅通后经静脉缓慢注射丙泊酚 １ ５ ～ ２ｍｇ ／ ｋｇ，待患

儿入睡睫毛反射消失，即开始进行 ＣＴ 检查，检查过

程中经麻醉机给患儿吸氧，并密切注意心电图，血压

及血氧饱和度的变化，当出现异常变化时立刻对症

处理。
３． 统计学方法：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

学处理。 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数据

以频数及百分比表示。

结　 果

全部患儿均完成 ＣＴ 检查，大多数患儿注入丙

泊酚（１ ５ ～ ２ ０ｍｇ ／ ｋｇ）后 １ 次即完成检查，少部分

需再次追加丙泊酚用量（０ ５ ～ ０ ６ｍｇ ／ ｋｇ）。 在检查

过程中患儿均处于睡眠安静状况，大多数患儿血压

稳定，少数患儿注药后血压降低（在允许范围），一
般不需要处理，随药物代谢患儿苏醒后即恢复到正

常水平． 但有 ５ 例患儿收缩压低于 ７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 １３３ｋＰａ），经注射多巴胺 ０ ２ｍｇ 后回升至正常。
有 １７ 例患儿出现血氧饱和度下降（ＳＰＯ２ ＜ ９０％ ），
２３ 例患儿出现心率减慢（ ＜ １００ 次 ／ ｍｉｎ），６ 例患儿

出现室性早搏，３ 例患儿出现轻度喉痉挛，３ 例患儿

检查术后出现高热（Ｔ ＞ ３７ ５℃）等不良反应，检查

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在病种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２）。 我们发现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下降均

与丙泊酚推注速度过快有关。 检查完毕多数患儿较

快清醒，个别患儿需要观察一定时间，待其哭闹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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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情况稳定后离开 ＣＴ 室。 全组患儿均完成 ＣＴ
检查，不良反应经积极及时处理均转危为安，无 １ 例

死亡。

讨　 论

ＣＴ 检查是先心病患儿术前诊断非常重要的检

查项目之一，为已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或医师物理检

查已确诊的先心病，但怀疑合并其它心内畸形者，借
ＣＴ 检查以明确诊断，为手术者操作方案提供指导。
ＣＴ 检查一般情况下时间较短，５ｍｉｎ 左右即可结束，
但要求患儿必须保持充分安静才可获取清晰的图

像。 其麻醉特点是：全身麻醉时间短，不施行气管插

管，保持呼吸循环稳定，检查结束尽快清醒。 过去对

心导管室检查的患儿多用氯胺酮麻醉，氯胺酮具有

良好的镇痛和镇静作用，在不施行气管插管的条件

下，可保持患儿呼吸，循环稳定［１］。 但是吴宪宏等

在 ４６ 例 ＣＴ 检查的患儿使用氯胺酮麻醉，检查后有

２ 例患儿发生呕吐，其中 １ 例发生喉痉挛，经紧急处

理后好转［２］。 由于生产等多种原因，近几年氯胺酮

在临床上已较少应用。 丙泊酚是临床上应用最为广

泛的静脉麻醉药，它具有良好的镇静催眠作用，注射

后起效快，在常规用量下对呼吸循环影响轻微，药物

代谢迅速，停药后数分钟患者可完全清醒［３］。 丙泊

酚在推注过程中若速度太快，易造成血压下降，有人

在 ＣＴ 检查的先心病患儿中用丙泊酚麻醉，由于丙

泊酚推注速度过快，低血压发生率为 １０％ ［４］。 本组

病例中我们均使用丙泊酚进行麻醉，取得了良好的

麻醉效果，但推注丙泊酚后有 ５ 例出现血压一过性

降低，均与注入速度快有关系。
由于婴幼儿不配合检查，难以完成 ＣＴ 检查和

提供清晰的图像，在全身麻醉下患儿可安静充分配

合检查，ＣＴ 室同手术室相比条件差距很远，因此，必
须由具有全身麻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师承担麻醉实

施，在本组病例中均为主治医师以上人员承担，对年

龄小或病情重者，我们还增派 １ 位助手共同进行麻

醉管理，以保障麻醉的顺利实施和患儿安全。 除此

以外，ＣＴ 室还需具备基本的条件：简易心电图监测

仪，吸引器，经皮血氧饱和度监测仪和无创血压计

等，除静脉麻醉药丙泊酚外，应准备好急救药品，如：
阿托品、多巴胺、利多卡因、地塞米松和氯化钙等。
患儿入 ＣＴ 室前除准备好监测设备和麻醉药品外，
我们将阿托品抽好并用 ０． ９％ 氯化钠液稀释到

０ １ｍｇ ／ ｍＬ， 多巴胺用生理盐水稀释到 ０ ２ｍｇ ／ ｍＬ。

在本组患儿检查中有 ２３ 例出现心率减慢，１１ 例患

儿心率低于 １００ 次 ／ ｍｉｎ 时，经静脉推注阿托品

０ １ｍｇ 后心率即上升至 １２０ 次 ／ ｍｉｎ 以上。 检查结

束时有 ６ 例患儿出现室性早搏，经静脉推注利多卡

因 １ｍｇ ／ ｋｇ 后好转。 在本组检查中有 ５ 例患儿出现

收缩压降至 ７０ｍｍＨｇ 以下， 经静脉给予多巴胺

０ ２ｍｇ 后血压回升正常（收缩压 ＞ ８５ｍｍＨｇ）。 有 １７
例出现血氧饱和度 ＜ ９０％ ，经调节头部位置和加大

吸氧流量后得到改善。 喉痉挛一旦出现，患儿情况

紧急，本组检查后期有 ３ 例患儿出现轻度喉痉挛，经
用麻醉机加压给氧后得到缓解。 在检查中及检查

后，除注意患儿呼吸循环外还应注意患儿体温的改

变，，一旦怀疑患儿体温改变，应用体温表测量体温。
本组病例中在 ＣＴ 检查后有 ３ 例体温升高，返回病

房经积极物理降温后得到控制。
检查完毕约 ５０％患儿基本清醒，５０％ 患儿仍处

于睡眠状态，此时的监护十分重要，尤其要注意患儿

的呼吸变化。 清醒患儿可交给患儿家长看护，对仍

未清醒患儿由病房医生或护士陪同看护。 对生命体

征不稳定和病情重的患儿由麻醉医师监管，直至安

全返回病房，并向病房医护人员交班。
总结：对 ＣＴ 检查患儿的麻醉，经静脉注射丙泊

酚可满足麻醉需要。 除具有全身麻醉经验的麻醉医

生和麻醉药品以外，急救药品，监测设备以及氧气等

的准备也十分重要，检查中严密观察患儿生命体征

变化，一旦出现异常改变应积极及时处理。 此外，检
查结束时也应加强监测和管理，直至患儿完全清醒，
呼吸、循环稳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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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体外循环术后急性肺损伤
超声表现及临床意义

李 滨　 武云静　 李召彬　 王园园　 柳 磊

　 　 ［摘要］ 　 目的：评价小儿体外循环术后急性肺损伤肺部超声的表现及临床意义。 方法：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于我院住院治疗 １３５ 例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患儿，患儿均在体外循环下行先心病

根治手术，术后根据血气分析动脉血氧分压与吸氧浓度的比值（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分为肺损伤组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组

（３３ 例）和对照组 １０２ 例。 术后入住 ＩＣＵ 后进行床旁超声检查，肺部超声按 １２ 个肺区扫查肺野，查看彗

尾征（ＵＬＣｓ），分析 ＵＬＣｓ 数目及累及肺部分区同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关系。 结果：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组累及肺区平均为

（４ ９６ ± ２ ４３）个，肺部 ＵＬＣｓ 数目平均（１６ ２３ ± ４ ３３）条。 对照组仅在侧胸部最后一个肋间见单发

ＵＬＣｓ。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肺部 ＵＬＣｓ 数目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ｒ ＝ － ０ ７４５，Ｐ ＜ ０ ０５），表明 ＵＬＣｓ 数目

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结论：小儿体外循环术后通过肺部超声探查 ＵＬＣｓ 的数目、累及肺区

比能特异性反映患儿术后肺损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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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肺损伤（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ＬＩ）及其严重

形式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ＲＤＳ）是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体
外循环术后临床常见的危重急症［１⁃２］。 临床上表现

为进行性低氧血症和呼吸窘迫，肺部影像学上表现

为非均一性的渗出性病变，是导致小儿先心病体外

循环术后死亡的常见原因［３］。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传统的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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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检查为床旁胸 Ｘ 线片。 但因其图像是组织重叠

影像，特异性不强；胸部 ＣＴ 检查较准确，但对于监

护室危重患者，需要搬运，不便床旁进行，难以常规

使用。 肺部超声能够通过肺部组织含气量、含水量

等特征性的变化，实时观察肺部的病变损伤程

度［４⁃６］。 本研究以床旁超声技术检测以及体外循环

术后患儿肺损伤与肺部特征性征象彗尾征线

（ＵＬＣｓ）存在情况，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资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纳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于我院住院治疗 １３５ 例先心病患儿，
分别为先天性房间隔缺损 ２６ 例、室间隔缺损 １０３
例、肺动脉瓣狭窄 ４ 例、先天性冠状动脉漏 ２ 例。 年

龄 ２ ～ １４ 岁，平均 ２ ９３ 岁。 所有患儿均在体外循环

下完成心脏根治手术，术后即入住监护室。 根据术

后动脉血气，分为肺损伤组（ＡＬＩ ／ ＡＲＤＳ）和非肺损

伤组，肺损伤诊断标准依据 ２０００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

病学分会制定的 ／急性肺损伤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的诊断标准（草案）的临床诊断标准，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
４０ ｋＰａ （ ３０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 ） 为 ＡＬＩ，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２７ ｋＰａ（２００ ｍｍＨｇ）为 ＡＲＤＳ。

图 １　 ＵＬＣｓ 数目与 ＷＢＣ 数目相关分析结果；图 ２　 ＵＬＣｓ 数目与 Ｃ⁃反应蛋白数目相关分析结果；图 ３　 ＵＬＣｓ 数目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比值相关分

析结果

２． 超声检查方法　 应用 ＧＥ 便携式彩色多普勒

超声仪，频率 ２ ～ ５ 赫兹。 检测方法：两侧肺分为 １２
个区，以胸骨角平面及人体中轴平面将胸部分为上

下左右 ４ 个区，再以腋前线和腋后线为界将每一个

区分为前、中、后 ３ 个区。 在呼气末对各个区域进行

超声检查，首先第一步为仰卧位，扫查前胸壁 ４ 个

区；然后扫查范围从前胸壁扩展到侧胸壁，从侧胸壁

扫查中层肺野；最后抬高患者的同侧身体，扫查背部

肺野。 床旁超声检测项目：胸膜线（位于两肋骨阴

影的中间，表面是胸膜层，正常肺组织能够显示）Ａ
线（为胸膜线下重复的水平伪像，由胸膜下肺泡或

空气气胸反射超声波所致） Ｂ 线（从肺壁界面开始

与传播到屏幕边缘的逐渐内收并减弱的多条平行强

回声线，即彗尾征（ＵＬＣｓ）。

３． 超声图像分析方法　 观察超声图像征象：正
常肺脏胸膜线光滑、清晰、规则，等间距平行分布，无
或者仅有少数几条（ＵＬＣｓ）线（通常少于 ３ 条）。 观

察每一个肺部分区内的 ＵＬＣｓ（肺部超声彗尾征）的
出现情况，并记录 ＵＬＣｓ 数目。 ＵＬＣｓ 总数目≥３ 条

为 ＵＬＣｓ 阳性，统计 ＵＬＣｓ 数目的分布情况。
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 ０ 软件包对数据

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的 ｔ 检验（方差齐）或 ｔ’（方差不齐）；
两组术后肺部 ＵＬＣｓ 阳性率，采用 χ２ 检验。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组中 ＵＬＣｓ 数目同术后 ＷＢＣ、Ｃ⁃反应蛋白、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间相关性分析采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分析。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总计 １３５ 例体外循环术后患儿，临床诊断

ＡＬＩ 及 ＡＲＤＳ 共 ３３ 例，ＡＬＩ ３１ 例，ＡＲＤＳ ２ 例。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组 ＵＬＣｓ 累及肺区比为 ４１ ３％ ，肺部 ＵＬＣｓ 数

目平均（１６ ２３ ± ４ ３３）条。
２．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肺部 ＵＬＣｓ 数目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ｒ ＝ － ０ ７４５，Ｐ ＜ ０ ０５），表明 ＵＬＣｓ 数目

与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比 值 存 在 显 著 的 负 相 关。 采 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肺部 ＵＬＣｓ 数目与 ＷＢＣ 数目

与 Ｃ⁃反应蛋白分别为（ ｒ ＝ ０ ７９８ 及 ｒ ＝ ０ ８６６，Ｐ ＜
０ ０５），显示 ＵＬＣｓ 数目同 ＷＢＣ 与 Ｃ⁃反应蛋白存在

显著正相关。

表 １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组与对照组比较（ｘ ± ｓ）

项目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组

（ｎ ＝ ３３）
对照组

（ｎ ＝ １０２）
Ｐ 值

年龄 ／ 岁 ２ ８６ ± １． ０９ ３ ０１ ± １． ２ ０ ５２４７
白细胞数 ／ （ × １０９ ／ Ｌ） ２ ３０ ± １． ２ １ ５０ ± ０． ８ ０ ０００３
Ｃ⁃ｐｒｏ ／ （ｍｇ ／ Ｌ） ３３ ６０ ± ８． ６ １２ ７０ ± ５． ７ ０ ０００１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 （ｍｍＨｇ） ２１８ ００ ± １０． ２ ３６２ ００ ± １３． ６ ０ ０００１
超声征象

ＵＬＣｓ 阳性率 ９６ ９（３２ ／ ３３） ０ ０ ００００
ＵＬＣｓ 平均数目 １６ ２３ ± ４． ３３ ０ ０ ００００
ＵＬＣｓ 累及肺区比 ４１ ３ ０ ０ 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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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ＡＬＩ 是临床常见的小儿体外循环术后导致术后

急性呼吸衰竭的重要因素，２％的此类患儿会发展为

更为严重的 ＡＲＤＳ，死亡率可达到 １５％ ～ ５０％ ［３］。
肺组织病变常呈现不均一性，广泛肺泡塌陷导致肺

容积减少、顺应性降低和通气 ／血流比例失调，常常

出现肺水肿、肺组织充气减少或消失。 含水量多含

气量少的肺组织以及儿童胸壁较薄提供了较好超声

探查的声窗，可以清楚地显示肺、胸膜以及纵隔的超

声图像。
体外循环术后患儿肺损伤程度与 ＣＰＢ 介导的

全身炎症反应有关，对于婴儿或儿童肺部是最容易

受免疫炎症介质损害的器官［７］。 急性肺损伤程度

与炎症反应有关，氧合功能受损的同时会出现多种

炎症介质或细胞因子上调，提示患者继发的炎症反

应与氧合功能相关［８⁃９］。 本研究显示：体外循环术

后 Ｃ 反应蛋白 ＷＢＣ 数值异常升高，ＵＬＣｓ 数目同

ＷＢＣ 术后及 Ｃ⁃反应蛋白存在相关性分析中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表明 ＵＬＣｓ 的绝对数量同术后所介导

的炎症反应的程度呈现正相关，而术后炎症反应的

程度往往是造成急性肺损伤氧合功能障碍的主要因

素。 故通过肺部超声的探查能够早期及时的发现肺

损伤。
１９９７ 年法国学者 Ｌｉｃｈ 等［１０］发现了胸部彗星尾

伪像与肺脏小叶间隔增厚的关系，使间质性肺水肿

能够被超声检查所发现。 当肺间质及肺泡内液体量

增加、小叶间隔增厚、肺组织中气体和水的比例发生

明显变化，气、液体间的声阻抗差增大。 超声在气体

和水的界面上产生强烈的混响，声束在反射体内来

回往返，形成多次反射，表现为弥散性彗尾征。
ＵＬＣｓ 仅出现在侧胸部最后一个肋间，在一个扫描切

面内 ＵＬＣｓ 的数目不超过 ３ 个。 在病理情况下，当
肺某区或含气减少，含水量增加时，超声垂直投射入

胸壁可见到自胸膜发出并与胸膜垂直的彗尾征。 当

ＵＬＣｓ 出现，提示该扫描切面肺含气减少。 ＵＬＣｓ 的

的数量及累及范围反映病变性质，常见于肺泡水肿

小叶间隔增厚或者弥散性肺炎。 本研究显示 ＵＬＣｓ
数目及累及比的区域同 ＰａＯ２ ／ ＦｉＯ２ 值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表明术后肺部超声检测 ＵＬＣｓ 数目越多，术后

的肺损伤越重。 ＡＬＩ ／ ＡＲＤＳ 的主要病理改变为间质

性肺水肿或肺脏实变病变从背部开始、呈非对称性、
层状分布，即早期出现在背部的病理改变，在声像图

上即可显示出特征性的弥散性彗尾征伴（图 ４），随

着病情的加重，弥散性彗尾征范围扩大。

图 ４　 肺部心动图图像　 ａ：正常肺部超声征象；ｂ 肺损

伤超声表现出早期从背部开始的慧尾征（箭头所示）；
ｃ：慧尾征呈现弥散性范围扩大（箭头所示）

总之本研究表明小儿体外循环术后通过肺部超

声探查慧尾征的数目、累及肺区比能特异性反映患

儿术后肺损伤程度，弥补胸部 Ｘ 线、ＣＴ 检查的不

足，为进一步的治疗措施选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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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２００ 例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尸体解剖分析

商建峰　 贺晨宇　 陈 东　 方 微　 武 迎　 崔亚艳　 滕 飞　 付 稳　 石凤茹　 连国亮

何怡华

　 　 ［摘要］ 　 目的：对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进行尸体解剖分析，提高该疾病诊断的精准性。
方法：回顾近几年我院经超声心动图畸形筛查，发现胎儿先天性心脏畸形引产而进行尸体解剖病例，分
析胎儿心血管畸形不同类型的发病情况及特点，有关心血管畸形按心脏节段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观察。
结果：胎儿先心病尸体解剖 ２００ 例，男性 ９３ 例，女性 １０７ 例，孕 １２ ～ ３８ 周，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类型：心房 ／
心耳畸形 １６ 例，体静脉畸形 ４５ 例，肺静脉畸形 ２８ 例，冠状静脉窦畸形 ４ 例；房间隔畸形 ５５ 例，房室瓣畸

形及骑跨 ２４ 例，房室间隔缺损 ２６ 例，室间隔畸形 ８７ 例，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 １７ 例，右心发育不良综合

征 ９ 例，法洛四联症 １２ 例，心室双出口 ２１ 例，大动脉转位 ２０ 例，心室单出口 ２１ 例，主动脉瓣畸形 １４ 例；
肺动脉瓣畸形 ２８ 例；主动脉近段畸形 ７３ 例，肺动脉畸形 ２６ 例，动脉导管畸形 １８ 例；冠状动脉畸形 ６ 例；
右旋心 ５ 例。 常见畸形为室间隔缺损 ５６ 例（２８％ ）、房间隔缺损 ３６ （１８％ ） 和永存左上腔静脉 ３５
（１７ ５％ ），单心室 ３１（１５ ５％ ），主动脉弓发育不良 ２５（１２ ５％ ），右位主动脉弓 ２３（１１ ５％ ）。 结论：胎儿

先心病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永存左上腔静脉、单心室及主动脉弓发育不良发病率较高；胎儿心血管

畸形变异较多，血管较细小，解剖时应仔细寻找每一个分支。
［关键词］ 　 先天性心脏病；病理；胎儿；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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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ｖｅｓｓ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Ｆｅｔｕｓ；Ａｎａｔｏｍｙ

　 　 先天性心脏病（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Ｄ），
简称先心病，以患儿出生时心脏存在单发或多发类

型的结构、功能或位置异常为特征的一大类疾病的

总称，是一种严重危害围产儿生存并增加婴儿死亡

率的先天畸形。 目前 ＣＨＤ 发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１］。
我们总结近几年来 ２００ 例胎儿先心病病例，对其解

剖进行详细分析，为胎儿先心病的早期诊断提供对

照和依据。

资料与方法

１． 纳入标准　 回顾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间，在病理科胎儿尸检证实为先心病病例，由 ２ 名

高年资医师共同做出诊断。
２． 临床资料 　 怀孕期间在我院经超声心动图

畸形筛查发现先天性心脏畸形病例，依据医学伦理

学原则，自主选择终止妊娠胎儿，进行尸体解剖病理

检查。 检查胎儿心血管畸形情况。 所有孕妇均主诉

身体健康，平素月经规律，无家族遗传病史、慢性病

史及药物过敏史，无孕前服药史及高危妊娠史等，产
科检查孕妇未发现异常。

３． 有关心血管畸形按心脏节段分析方法进行

分析观察，先心病诊断分类标准参照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的心

脏顺序节段法［２］。 我们的病例均为复合型先心病，
包含两种以上的畸形，如果心血管畸形能统一为一

个名称则以此归类，如不能归类则以不同病变分析，
如主动脉骑跨、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及右心室肥

厚归为法洛四联症；如果同一病例同时具有右位主

动脉弓及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则按 ２ 种病变进行

分析。

结　 果

１． 胎儿先心病尸检 ２００ 例，男性 ９３ 例，女性 １０７
例，孕周 １２ ～ ３８ 周。

２． 胎儿先心病的病变类型 心房 ／心耳畸形 １６
例，体静脉畸形 ４５ 例，肺静脉畸形 ２８ 例，冠状静脉

窦畸形 ４ 例；房间隔畸形 ５５ 例，房室瓣畸形及骑跨

２４ 例，房室间隔缺损 ２６ 例，室间隔畸形 ８７ 例，左心

发育不良综合征 １７ 例，右心发育不良综合征 ９ 例，
法洛四联症 １２ 例，心室双出口 ２１ 例，大动脉转位

２０ 例，心室单出口 ２１ 例，主动脉瓣畸形 １４ 例；肺动

脉瓣畸形 ２８ 例；主动脉近段畸形 ７３ 例，肺动脉畸形

２６ 例，动脉导管异常 １８ 例；冠状动脉异常 ６ 例；右
旋心 ５ 例（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 例胎儿先心病尸体解剖结果

畸形种类 例数 百分比 ／ ％
房间隔畸形 房间隔缺损 ３６ １８． ０

单心房 １０ ５． ０
卵圆孔小 ３ １ ５

卵圆孔早闭 ４ ２． ０
房间隔膨出瘤 １ ０ ５
右心房双腔 １ ０ ５

房室瓣畸形及骑跨 三尖瓣发育不良 ５ ２ ５
三尖瓣闭锁 ７ ３ ５

三尖瓣下移畸形 ４ ２． ０
二尖瓣狭窄 １ ０ ５

二尖瓣发育不良 ２ １． ０
二尖瓣闭锁 ３ １ ５
三尖瓣骑跨 １ ０ ５
三尖瓣狭窄 １ ０ ５

心耳 ／ 心房畸形 左心耳异构 ３ １ ５
左心耳瘤 １ ０ ５
心房反位 ２ １． ０

右心耳异构 ９ ４ ５
并列左心耳 １ ０ ５

体静脉畸形 下腔静脉中断 ４ ２． ０
下腔静脉回流异常 １ ０ ５
右上腔静脉闭锁 １ ０ ５
右上腔静脉缺如 １ ０ ５
永存左上腔静脉 ３５ １７ ５

半奇静脉及副半奇静脉异常 ２ １． ０
下腔静脉入左心房 １ ０ ５

肺静脉畸形 肺静脉闭锁 １ ０ ５
肺静脉缺如 ２ １． ０

部分性肺静脉异位引流 ６ ３． ０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 １４ ７． ０

肺静脉共同腔闭锁 ５ ２ ５
冠状静脉窦畸形 无顶冠状静脉窦综合征 ４ ２． ０
心内膜垫缺损 完全性心内膜垫缺损 ２１ １０ ５

部分性心内膜垫缺损 ５ ２ ５
室间隔畸形 室间隔缺损 ５６ ２８． ０

单心室 ３１ １５ ５
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 １７ ８ ５
右心发育不良综合征 ９ ４ ５
法洛四联症 １２ ６． ０
心室双出口 右心室双出口 ２０ １０． ０

左心室双出口 １ ０ ５
心室憩室 １ ０ ５
大动脉转位 完全型 １９ ９ ５

矫正型 １ ０ ５
心室单出口 ２１ １０ ５
动脉瓣畸形 主动脉瓣畸形 １４ 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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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种类 例数 百分比 ／ ％
肺动脉瓣及瓣环发育不良 ４ ２． ０

肺动脉瓣缺如 ２ １． ０
肺动脉瓣狭窄与闭锁 ２２ １１． ０

大动脉近段畸形 主⁃肺动脉间隔缺损 ２ １． ０
升主动脉发育不良 ３ １ ５

双弓血管环 ３ １ ５
主动脉弓发育不良 ２５ １２ ５
孤离左锁骨下动脉 ２ １． ０
右锁骨下动脉迷走 １０ ５． ０
左锁骨下动脉迷走 １ ０ ５
肺动脉发育不良 ４ ２． ０
主动脉弓离断 ４ ２． ０
肺动脉吊带 ２ １． ０

右位主动脉弓 ２３ １１ ５
肺动脉狭窄 ２０ １０． ０

动脉导管异常 动脉导管缺如 １０ ５． ０
动脉导管狭窄 ／ 闭锁 ８ ４． ０

冠状动脉异常 单冠畸形 ３ １ ５
冠状动脉瘘 １ ０ ５

冠状动脉起自肺动脉 ２ １． ０
右旋心 ５ ２ ５
镜面右位心 ２ １． ０

讨　 论

１． 胎儿先心病的发病情况　 胎儿 ＣＨＤ 的真实

发病情况尚难获知，目前大部分依据超声心动图结

果进行资料分析。 文献中胎儿超声心动图对 ＣＨＤ
检出率差异很大，可能与诸多因素，如检查对象为高

危或低危孕妇、检查方法、随访时间、ＣＨＤ 定义、检
查时间及检查者的经验等有关。 如 Ｒｕｓｓｏ 等［３］报道

７０５ 例中，最常见的依次为圆锥部畸形（２３％ ）、房室

间隔缺损 （ １２％ ）、 室间隔缺损 （ １３％ ）、 单心室

（１２％ ）、主动脉弓畸形（８． ４％ ）。 Ｔｅｇｎａｎｄｅｒ 等［４］ 报

道 ４３０ 例 中， 最 常 见 的 依 次 为 房 室 间 隔 缺 损

（２２％ ）、完全性大动脉转位（１８％ ）、左心发育不良

综合征 （１１％ ）、主动脉缩窄 （９％ ）、室间隔缺损

（９％ ）、法洛四联症（７％ ），刘晓伟等［５］报道，心脏畸

形共 ９６９ 例中室间隔缺损 １７０ 例，右心室双出口 ７５
例，法洛四联症 ５４ 例，永存左上腔静脉 ４９ 例，心内

膜垫缺损 ４６ 例，主动脉弓缩窄及横弓发育不良 ３６
例，肺动脉瓣狭窄 ３５ 例，主动脉瓣狭窄 ３３ 例。 在我

们的 ２００ 例胎儿尸检中，先心病发病情况与以上不

同，常见畸形为室间隔缺损 ５６ 例（２８％ ）、房间隔缺

损 ３６（１８％ ）和永存左上腔静脉 ３５（１７ ５％ ），单心

室 ３１（１５ ５％ ），主动脉弓发育不良 ２５（１２ ５％ ），右
位主动脉弓 ２３（１１ ５％ ）。 永存左上腔静脉虽然是

常见的一种体静脉畸形，报道结果不一可能是许多

报道仅统计心脏及大动脉的病变，而未将静脉的畸

形统计在内。 我们的病例均为复合型先心病，这对

统计学也造成一定偏差，而且胎儿先心病与出生后

心血管畸形发病率亦不完全一致［６］。
２． 胎儿先心病与儿童或成人先心病解剖的差异

与儿童或成人先心病不同，部分先心病仅见于胎儿，
如卵圆孔提前闭合和动脉导管缺如或提前闭锁。 胎

儿卵圆孔可分流胎盘血液至心脏左侧，以维持冠状

动脉和脑动脉的灌注，若胎儿出现卵圆孔提前闭合，
则预后凶险，此时，左侧心房及心室血液的唯一来源

是肺静脉血流，由于右心血液不能向左心分流，加重

右心负荷，使胎儿右心肥大、扩大及功能衰竭，发生

严重水肿及羊水过多，因而常胎死宫内；由于左心得

不到足够的血液，左心不能扩张及发育，产生左心发

育不良综合征 ［７］，因此，临床医生尤其是心脏超声

诊断医生一定要注意卵圆孔的改变。 动脉导管缺如

或提前闭锁也仅见于胎儿，在胎儿期，肺动脉血液经

动脉导管流入主动脉进行血液循环，当胎儿动脉导

管缺如或提前闭锁时，则会产生肺动脉高压，导致肺

动脉反流，引起右心室肥厚。
肺静脉共同腔闭锁是一种极少见的先天性心血

管畸形，其特点是异常的左右肺静脉形成共同腔，而
不与左心房或右心房或其他的主要体静脉相连。 其

共同腔位于心脏背侧，如不仔细探查易漏诊。 该病

在胎儿期由于胎儿肺无呼吸功能，肺动脉血仅小部

分入肺，再由肺静脉回流到左心房，由肺动脉经动脉

导管入主动脉，此时肺静脉共同腔闭锁影响较小，而
出生后，肺开始呼吸活动，婴儿没有完整的肺循环其

预后很差，常是致命的，因此提高对该病胎儿期的诊

断至关重要［８］。 肺静脉共同腔闭锁常伴随复杂性

先心病，在我们的病例中主要包括单心房（３ ／ ５）、单
心室（４ ／ ５）、共同动脉干（３ ／ ５）、右位主动脉弓（３ ／ ５）
以及心外畸形如肺结构异常（２ ／ ５）、内脏反位（３ ／ ５）
及脾缺如（４ ／ ５），因此，当发现复杂性先心病伴心外

畸形时一定要注意肺静脉的情况。
当然，人体的结构及功能是及其复杂的，当出现

某类解剖改变时，机体常常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或其

他解剖改变，比如动脉导管缺如可见于法洛四联症

伴肺动脉瓣缺如、右位主动脉弓，或者出现孤立性右

心室肥厚等［９⁃１１］，我们发现 １０ 例动脉导管缺如胎

儿，２ 例伴发法洛四联症，３ 例伴发右位主动脉弓，还
有一例出现右心室肥厚；当然，亦有 ２ 例出现主⁃肺
动脉窗缺损以缓解动脉导管缺如带来的影响。

３． 胎儿先心病解剖的难点　 胎儿先心病的尸体

解剖是复杂而精细的过程，与成人尸检相比，胎儿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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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解剖比较困难，比如肺静脉畸形引流的解剖，奇静

脉、半奇静脉和副半奇静脉的解剖，主动脉狭窄或闭

锁的逆向解剖。 胎儿肺静脉畸形精确诊断比较困

难。 肺静脉畸形变异多见，即使相同类型，其肺静脉

分支、走行、回流部位及伴发畸形亦各不相同，左右

各 ２ 支肺静脉这种标准肺静脉解剖仅占总体人群的

７０％ 。 再者，胎儿血管细小，肺内分支检查困难，许
多肺静脉分支甚至可以用细若毛发来描述。 所有这

些都对我们的精确诊断造成困难。 我们有 １ 例左肺

静脉汇合后通过共同静脉于心室后方进入右肺，与
右下肺静脉汇合后在肺内上行，与右肺中、上静脉汇

合后注入右上腔静脉。 心下型肺静脉异位引流，如
果经验不足，容易剪断漏诊，或者肺静脉进入隔下

后，其分支细小，汇入肝内或胃小弯部小静脉，不易

识别。 相比于动脉系统和大的静脉系统，奇静脉、半
奇静脉和副半奇静脉容易在解剖时忽略，细小而且

容易断裂。 主动脉重度狭窄或闭锁时，我们习惯逆

向解剖，这时就要仔细区分是主动脉重度狭窄还是

闭锁，是否具有主动脉瓣膜结构，是否具有正常地冠

状动脉等。
因此，我们必须熟练掌握胎儿的正常解剖关系，

解剖时要结合超声心动图，做到有的放矢，同时灵活

解剖技巧，操作轻柔，防止人为因素造成血管的损

伤、断裂等，仔细查找每一个分支走行，比如未发现

无名静脉，一定要观察是否具有永存左上腔静脉，这
是最常见的病变，亦要注意是否有其他少见的畸形，
如主动脉弓后无名静脉或颈部静脉通过副半奇静脉

回流至奇静脉进入右上腔静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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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淋巴瘤；心脏；原发性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１１⁃８９０⁃０２

　 　 病历资料：患者女性，４６ 岁，因“间断发作右侧肩背部不

适伴乏力 ２ 月余”入院。 病史：２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前

胸部及肩背部不适，自述为烧灼感，伴乏力、无胸闷、无胸痛、
夜间不能平卧，于当地医院检查提示右心房、心包腔内实质

性占位病变，伴中量心包积液，入院就诊。 既往高血压 １５
年，糖尿病病史 １５ 年，无传染病史，无饮酒吸烟史，无免疫缺

陷疾病等相关病史，２ 年前行踝关节滑膜软骨瘤切除术及肾

上腺肿瘤切除术。 超声心动图提示：三尖瓣后叶瓣环处可见

实性团块样回声，分别向右心房及心包腔内延伸。 右心房内

实性团块样回声，范围 ６ ３ｃｍ × ３ ７ｃｍ，心包腔内部分位于右

心室游离壁偏后侧，呈片状中等回声，范围 ８ ９ｃｍ × ２ ６ｃｍ。
超声诊断右心房、心包腔内实性占位，中等量心包积液，左心

室舒张功能减低（图 １）。 外院 Ｐｅｔ⁃ＣＴ 提示：心脏肿物高 ＦＤＧ
代谢灶，考虑恶性肿瘤表现，心包少量积液。 临床诊断：右心

房肿瘤，性质待定。 患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入院行开胸探

查术，发现心脏肿瘤呈黄白色，自右心耳沿右心房室沟绕至

左心房后，呈条状盘踞状潜行于心外膜下，并浸入心肌，三尖

瓣前右心室表面瘤体大小 ６ｃｍ × ５ｃｍ，下腔静脉入口及右心

室流出道无压迫和梗阻。 术中分离部分状瘤体组织备病理

检查，剩余瘤体组织较硬，分界不清，无法分离，注入无水乙

醇处理。
病理检查：灰白碎组织一堆，５ｃｍ × ４ ５ｃｍ × ０ ４ｃｍ，切面

灰白实性，质中（图 ２）。 镜下观察： 组织内可见异型小圆细

胞弥散生长，细胞较正常淋巴细胞大 ２ 倍，有明显核仁，局灶

可见坏死（图 ３）。 免疫表型：ＣＤ２０ （图 ４）、ＣＤ７９ａ（图 ５）、
ＣＤ２１（图 ６）、Ｂｃｌ⁃２（图 ７）、部分 Ｂｃｌ⁃６（图 ８）及 ＭＵＭ⁃１（图 ９）
均为阳性表达，Ｋｉ⁃６７ 阳性，增殖指数 ＞ ９０％ （图 １０），ＣＤ３、
ＣＤ５、ＣＤ１０、ＣＤ３０、Ｃｙｃｌｉｎ Ｄ１、ＣＤ４３ 及 ＡＥ１ ／ ＡＥ３ 均表达阴性，
ＥＢＥＲ 原位杂交表达阴性。

病理诊断：非霍奇金淋巴瘤，弥散大 Ｂ 型细胞型（活化 Ｂ

细胞来源）。
术后随访 ５ 个月，患者健在，正行化疗治疗中。
讨论：原发性心脏淋巴瘤 （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ＰＬＣ）是指仅侵犯心脏和 ／或心包的结外淋巴瘤，肿瘤发生于

心脏并以心脏症状为主。 原发性心脏淋巴瘤最早于 １９３０ 年

被报道［１］ ，而有文献对我国 １９８６ 年至 ２０１３ 年相关报道进行

统计，相关个案病例报道共 ２３ 例［２］ 。
流行病学与病因学：淋巴瘤在外科原发心脏肿瘤病例中

所占比例 ＜ ２％ ［１，３］ ，其检出率的提升与影像学的敏感性相

关，男性发病率约为女性的 ２ 倍［１］ ， ＡＩＤＳ 及其他免疫受损患

者属于高危人群。 心脏无淋巴组织，故心脏的心外膜的淋巴

引流可能是淋巴瘤发生的源头。 大部分原发性心脏淋巴瘤

都为 Ｂ 细胞来源，特别是弥散大 Ｂ 细胞型，也有报道 Ｔ 细胞

淋巴瘤的发生，主要和人类 Ｔ 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Ⅰ型

（ＨＴＬＶ⁃１）相关［４］ 。 某些淋巴瘤亚型的发生与免疫功能不全

密切相关，如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与人疱疹病毒 ８ ／卡波西

肉瘤相关的疱疹病毒相关）及 Ｂｕｒｋｉｔｔ 淋巴瘤［５⁃６］ ，原发性渗

出性淋巴瘤可以在心包腔内发生。 一些病例与心脏移植物

关系紧密，主要和 ＥＢ 病毒感染相关，多为弥散大 Ｂ 细胞型淋

巴瘤伴慢性炎症反应。
临床症状：患者一般无特征性的临床表现，症状主要与

肿瘤的大小及部位相关，多有呼吸困难、全身症状、胸骨疼

痛，约 ５０％患者发生心力衰竭［１］ ，肺动脉栓塞也有相关报

道［７⁃８］ ，部分患者可有心律失常，如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９］ 。
影像学：超声心动图多表现为低回声团块伴心肌浸润，

经食道超声相较经胸廓超声具有更好的敏感性，ＣＴ 及 ＭＲＩ
可更好的反映肿瘤及周围组织情况［１０］ 。 心内膜活检因不需

要开胸即可获得组织学标本继而确定治疗方式，在临床上应

用逐渐增多［１１］ 。 核医学技术也是一种有效的心脏淋巴瘤的

非侵入性检测方法，非特异性 Ｇａｌｌｉｕｍ⁃６７ 摄入，可提示原发

性淋巴瘤诊断。
部位与大体检查：心脏恶性淋巴瘤多发生于右心腔，以右心

房为主， ＜１０％的病例发生于左心腔，１ ／ ３ 的病例发生于心包，瓣
膜少见，可能原因是瓣膜上的淋巴管网有限。 通常，原发性心脏

淋巴瘤表现为灰白色团块沿心内膜浸润性生长，有时浸润心肌

组织，可包裹大动脉及冠状动脉，也可累及腔静脉。

０９８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１



图１　 超声显示：下腔静脉进入右心房切面上，见肿瘤靠近下腔静脉开口；图 ２　 切除肿瘤的大体形态 图 ３　 肿瘤的组织形态（ＨＥ ×
４００）；图４　 肿瘤细胞ＣＤ２０（ ＋ ）（ＩＨＣ ×４００）；图５　 肿瘤细胞ＣＤ７９ａ （ ＋ ）（ＩＨＣ ×４００）；图６　 肿瘤细胞ＣＤ２１（ ＋ ）（ＩＨＣ ×４００）；图７　
肿瘤细胞 Ｂｃｌ⁃２（ ＋ ）（ＩＨＣ ×４００）；图８　 肿瘤细胞 Ｂｃｌ⁃６（ ＋ ）（ＩＨＣ ×４００）；图 ９　 肿瘤细胞 ＭＵＭ⁃１（ ＋ ）（ＩＨＣ ×４００）；图 １０　 肿瘤细胞

Ｋｉ⁃６７（ ＋ ），增殖指数 ＞９０％）（ＩＨＣ ×４００）

细胞学：细胞学诊断对原发性心脏淋巴瘤有辅助的诊断

意义，特别是对心包穿刺渗出液的诊断，但仅依靠细胞学，很
难鉴别原发性心脏淋巴瘤与良性反应性淋巴细胞［１２］ 。

组织病理学及遗传学：各种淋巴瘤亚型中，弥散大 Ｂ 细

胞型淋巴瘤（ＤＬＢＣＬ）占已报道总数的 ７５％ ［１］ ，目前已有报

道的其他亚型包括 Ｂｕｒｋｉｔｔ 淋巴瘤，无特定类型的 Ｔ 细胞淋巴

瘤及低度恶性 Ｂ 细胞淋巴瘤（小淋巴细胞淋巴瘤及滤泡性淋

巴瘤）。 心脏淋巴瘤的精确分型需要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弥散大 Ｂ 细胞型淋巴瘤 ＣＤ２０、ＣＤ１９ 及 ＣＤ７９ａ 表达阳性，
ＣＤ１０、Ｂｃｌ⁃２、Ｂｃｌ⁃６ 及 ＭＵＭ⁃１ 阳性表达不确定［４，１３ ⁃１５］ 。 原发

性心脏淋巴瘤大体鉴别诊断包括心脏及心包的转移性肿瘤

及原发心脏肉瘤，主要依靠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鉴别。 遗传学

方面，Ｂ 细胞肿瘤主要与 ｃ⁃ｍｙｃ 基因重排相关。
预后：原发性心脏淋巴瘤预后较差，其主要原因是诊断

较晚。 治疗上同一般淋巴瘤治疗，Ａｎｔｈｒａｃｙｌｉｎｅ 为主的及时化

疗对约 ６０％的患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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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Ｃａｒｔｏ 标测下双极射频消融术治疗实验猪
室壁瘤相关室性心动过速的研究

刘长城　 顾承雄　 李 波　 王粮山　 王 琎　 胡宇才　 于 洋　 李 琴　 高铭鑫

　 　 ［摘要］ 　 目的：探索 Ｃａｒｔｏ 标测指导下，双极射频消融术治疗室壁瘤相关室性心动过速的可行性。
方法：１４ 头实验猪利用左侧肋间小切口冠状动脉缝扎法建立猪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模型。 建模 ６ ～ ８ 周

后对左心室造影证实有室壁瘤的模型猪诱发持续室性心动过速（ＶＴ）。 将可诱发 ＶＴ 的模型猪随机分为

射频组和对照组。 射频组行基质标测，解剖定位缓慢传导区，然后进行双极射频消融术（ＢＲＦ）。 ＢＲＦ
后，两组模型猪再次诱发 ＶＴ。 评价 ＢＲＦ 的可行性。 结果：１４ 头猪建模 ６ ～ ８ 周后存活 １０ 头，左心室造影

证实 ８ 头形成室壁瘤，其中 ７ 头可诱发持续 ＶＴ。 射频组 ５ 头，对照组 ２ 头。 射频组均成功施行了基质标

测下 ＢＲＦ，无手术死亡。 术后射频组 ８０％ 模型猪 ＶＴ 不可诱发，而对照组 １００％ 可诱发 ＶＴ（Ｐ ＜ ０ ０５）。
结论：Ｃａｒｔｏ 标测指导下 ＢＲＦ 在室壁瘤相关 ＶＴ 模型的应用是可行的，即刻控制 ＶＴ 是有效的。

［关键词］ 　 室壁瘤；室性心动过速；基质标测；双极射频消融术；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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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壁瘤并发室性心律失常是室壁瘤患者发生猝

死的主要原因［１］。 目前，三维电⁃解剖标测下导管射

频消融是治疗疤痕相关室性心律失常的主要方法，
但长期随访心内膜消融后室性心律失常复发率仍高

达 ２０％ ～５０％ ［２⁃４］。 双极射频消融术（ｂｉｐ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ＢＲＦ）是外科治疗结构性心脏病

合并心房颤动的有效方法［５］，其在室性心律失常中

的应用却鲜有报道。 本研究旨在探索三维电⁃解剖

标测指导下 ＢＲＦ 治疗室壁瘤相关（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ａｃｈｙ⁃
ｃａｒｄｉａ，ＶＴ）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材料与方法

研究方案获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动物实验操作均按照

实验动物伦理学要求进行，符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颁布的《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指南》。
１． 建立猪室壁瘤模型：１４ 头中华实验小型猪

（北京市昌平区实验动物养殖中心提供），体质量

（３８ ２９ ± ５ ５９）ｋｇ，雌雄不拘。 术前 ７ｄ 开始服用胺

碘酮 ６００ｍｇ ／ ｄ， 术 前 ８ｈ 禁 食 水。 以 阿 托 品

（０ ５ｍｇ），地塞米松（１０ｍｇ）和赛拉嗪（０ ２５ｍＬ ／ ｋｇ）
肌注行麻醉诱导。 经耳缘静脉建立输液通道，将咪

达唑仑（２０ｍｇ）、琥珀酰胆碱（３ｍｇ ／ ｋｇ）和无水乙醇

（３０ｍＬ）配于 ５００ｍＬ ０ ９％ 氯化钠注射液中维持全

身麻醉。 气管插管连接 ＬＰ１０⁃Ⅰ型呼吸机支持呼吸

并行心电监测。 手术开始前给予静脉注射 ５０ｍｇ 负

荷剂量利多卡因，并持续静脉滴注（１ ｍｇ ／ ｍｉｎ）预防

室性心律失常。 右侧卧位，左胸部备皮，常规消毒铺

巾。 于左胸第 ４ ～ ５ 肋间做 ６ｃｍ 切口，逐层切开皮

肤及皮下组织，钝性分离肋间肌肉，放置胸骨牵开器

以充分暴露视野。 悬吊心包，暴露左心室前壁和侧

壁。 观察冠状动脉的走行及分布情况。 分别在前降

支、第一对角支和回旋支远段缝扎冠状动脉，以阻断

左心室心尖部供血。 该方法可形成范围较大而且面

积相对固定的透壁心梗并容易形成室壁瘤［６］。 若

出现频发室性期前收缩或阵发性 ＶＴ 时，再次给予

５０ｍｇ 利多卡因静脉注射；若出现心室颤动（ｖｅｎｔｒｉｃ⁃
ｕｌａｒ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ＶＦ），立即给予 ３６０ 焦耳体表电击除

颤。 缝扎冠状动脉后肉眼可见血流阻断区室壁运动

减弱，待猪心律平稳后关胸。 术后连续 ３ｄ 口服胺碘

酮 （ ０ ３ｇ ／ ｔｉｄ ） 预防恶性心律失常发生、 布洛芬

（０ ３ｍｇ ／ ｂｉｄ）镇痛及青霉素 ４００ 万单位肌注预防感

染等。 术后 ６ ～ ８ 周，将存活的实验猪按前述方法进

行麻醉、呼吸机支持及心电监测。 仰卧位固定，右侧

腹股沟区备皮，常规消毒铺巾，切开右侧腹股沟，钝
性分离和暴露股动、静脉，分别安置 ８Ｆ 和 ６Ｆ 动脉穿

刺鞘备用。 经股静脉鞘管注入 ２，０００ 单位肝素钠进

行全身肝素化。 经股动脉鞘管用 ６Ｆ 猪尾导管进行

左心室造影，明确室壁瘤形成情况。
２． Ｃａｒｔｏ 标测和诱发 ＶＴ：左心室造影后，对形成

室壁瘤的实验猪进行 Ｃａｒｔｏ 电⁃解剖标测和诱发 ＶＴ。
将四极刺激导管经右侧 ６Ｆ 股静脉鞘置于右心室心

尖；ＳＴ 标测导管（Ｎａｖｉｓｔａｒ，Ｂｉｏｓｅｎｓｅ Ｗｅｂｓｔｅｒ，Ｃａｌｉｆ，
ＵＳＡ）经 ８Ｆ 股动脉鞘主动脉逆行置于左心室（图
１Ｂ）。 利用 Ｃａｒｔｏ 系统对左心室行三维电解剖学标

测，双极电极记录的滤波范围为 ３０ ～ ４００Ｈｚ，扫描速

度为 １００ｍｍ ／ ｓ。 双极标测电压 ＜ ０ ５ｍＶ 是致密疤

痕区，电压 ＞ １ ５ｍＶ 是正常心肌区域，电压介于 ０ ５
～ １ ５ｍＶ 是室壁瘤与正常心肌的移行区［７⁃８］ 首先，
在窦性心律下，行左心室解剖重建。 根据双极电压

标准，区分室壁瘤及其边缘区域，重点在该区域进行

基质标测和起搏标测，寻找异常电位（晚期后电位

和碎裂电位）区域并进行解剖定位［９］。
标测完成后，诱发 ＶＴ。 诱发前给予 ５ｍｇ 苯肾

上腺素肌注增加血流动力学稳定性。 两组均在射频

手术前后诱发 ＶＴ（手术前后 ＶＴ 诱发的位置和参数

设置相同）。 将四极刺激导管放置于右心室心尖进

行程序性电刺激。 先以 Ｓ１Ｓ２（Ｓ１：驱动周长；Ｓ２：第二

个期前刺激）的方式在右心室心尖进行刺激。 Ｓ１Ｓ１

刺激长度 ３００ ～ ５００ｍｓ，Ｓ２ 以⁃１０ｍｓ 逐步递减至持续

性 ＶＴ 诱发；如未诱发出 ＶＴ，则在不应期基础上 ＋
２０ｍｓ，加发 Ｓ３ 重复递减刺激，直至诱发 ＶＴ。 刺激终

点为持续性 ＶＴ 超过 ３０ｓ 或 ＶＴ 频率逐渐加快出现

ＶＦ。 ＶＴ 以 Ｓ１Ｓ１ 方式终止。 若出现 ＶＦ，则以 ３６０ 焦

耳能量进行体表电除颤，并行心肺复苏。
３． Ｃａｒｔｏ 标测指导的 ＢＲＦ：ＶＴ 诱发结束后，将可

诱发持续 ＶＴ 的模型猪分成射频组和对照组。 其中

射频组正中开胸，分离粘连，暴露心脏，确定室壁瘤

位置。 根据 Ｃａｒｔｏ 标测的缓慢传导区的解剖定位行

ＢＲＦ。 具体操作如下：先用 ７ × １７ 涤纶编织线在室

壁瘤中心区域褥式缝合 １ 针并套止血套管，然后在

褥式缝线之间做长约 １ｃｍ 的切口，经切口利用双极

消融钳（Ｂｉｐｏｌａ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ｒｉＣｕｒｅ，Ｉｎｃ， Ｗｅｓ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Ｏｈｉｏ）夹持缓慢传导区所在的室壁瘤区进

行消融。 消融能量 ３０Ｗ，消融直到显示面板显示消

融透壁为止，每条消融线重复消融 ５ 次。 最后将缝

线打结，封闭切口。
４． 统计学方法：应用 ＳＡＳ ９ ４ 统计分析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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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

资料使用百分比表示。 所得数据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

号秩检验进行统计处理。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模型建立：除 １ 头实验猪死于麻醉意外；１３
头实验猪均成功实施建模手术，其中 ２ 头结扎冠状

动脉后出现频发的 ＶＴ 和 ＶＦ，最终抢救无效死亡；１
头于术后第 ３ 天突然死亡，考虑心肌梗死急性期恶

性心律失常导致猝死；１０ 头猪术后 ６ ～ ８ 周仍存活

并接受左心室造影检查，８ 头证实了左心室心尖部

室壁瘤形成（图 １Ａ）。

图 １　 左心室造影和刺激及标测导管定位 Ａ：右前斜

４５° 红色箭头处示左心室心尖室壁瘤形成；Ｂ：红色箭

头示右心室心尖程序电刺激导管，黄色箭头示左心室

标测导管

２． ＶＴ 诱发及终止：７ 头猪室壁瘤模型（Ａ 组 ５
头，Ｂ 组 ２ 头）在 ＢＲＦ 前成功诱发出 １８ 种 ＶＴ，其中

左束支传导阻滞形态比例达 ６１％ 。 猪的心脏投影

位置呈垂位，参考标准的心电导联，猪的心脏位置相

对右偏或许与高比例的呈左束支传导阻滞形态的

ＶＴ 有关。 诱发模式、ＶＴ 形态和 ＶＴ 周期见表 １。 程

序刺激可终止大多数持续性 ＶＴ。 其中 ３ 种 ＶＴ 在发

作 ２ ｍｉｎ 左右自行转为窦律。 ２ 种持续性 ＶＴ 逐步

加快出现 ＶＦ，经电除颤均转为窦性心律。

表 １　 ７ 头模型猪 ＳＭＶＴ 诱发资料表（ｘ ± ｓ）

编号 体质量（ｋｇ） 诱发模式 诱发数量 ＶＴ 形态 ＶＴ 周期 ／ ｍｓ
１ ３５ Ｓ１Ｓ２ ３ ＬＢＢＢ ４３６
３ ４２ Ｓ１Ｓ２Ｓ３ ２ ＬＢＢＢ ３２０
４ ４６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 ２ ＲＢＢＢ １８５
７ ３７ Ｓ１Ｓ２ ２ ＬＢＢＢ ４２０
９ ４３ Ｓ１Ｓ２Ｓ３ ３ ＲＢＢＢ ３５４
１１ ３５ Ｓ１Ｓ２Ｓ３ ２ ＲＢＢＢ ３６５
１２ ３０ Ｓ１Ｓ２Ｓ３ ４ ＬＢＢＢ ３１８

均值 ３８ ２９ ± ５ ５９ ２ ５７ ± ０ ７９ ３４２ ５７ ± ８２ ９７

　 　 注： ＬＢＢＢ：左束支传导阻滞；ＲＢＢＢ：右束支传导阻滞

３． Ｃａｒｔｏ 标测和 ＢＲＦ：射频组的实验猪均成功接

受 Ｃａｒｔｏ 标测（图 ２）并在三维电⁃解剖定位下行心脏

不停跳 ＢＲＦ（图 ３）。 手术期间，循环稳定，未发生恶

性室性心律失常。 对照组仅做开胸处理。 ＢＲＦ 结

束后，两组再次行 ＶＴ 诱发，诱发部位，程序电刺激

设置同 ＢＲＦ 术前。 射频组中有 ５ 头模型猪中的 ４
头 ＶＴ 不可诱发，仅 １ 头诱发出短阵 ＶＴ，可自动转为

窦性心律；对照组 ２ 头均诱发出持续性 ＶＴ，其中 １
头 ＶＴ 频率逐渐加快出现 ＶＦ。

图 ２　 左心室室壁瘤的三维电解剖标测室壁瘤边缘

区心内电图记录到晚期后电位

图 ３　 ＢＲＦ 手术过程　 Ａ：椭圆处为室壁瘤区域白箭头示

标测定位的射频消融线；Ｂ：ＢＲＦ 操作实例；Ｃ：箭头处示

Ａｔｒｉｃｕｒｅ 系统显示透壁性消融。

讨　 论

心肌梗死后，心肌细胞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空

间结构和电生理重构，进而导致心肌细胞异质性增

加，容易形成导致室性心律失常的罪犯区域［１０］。 而

室壁瘤是心肌梗死后大面积心肌组织重构的结果。
室壁瘤边缘区为正常心肌与疤痕组织的过渡地带。
该过渡地带具有存活心肌与坏死组织交错排列、电
活动和机械活动极不稳定的特点，构成了可诱发室

壁瘤相关 ＶＴ 的特殊解剖基质［１１］。 持续单形性 Ｖ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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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室壁瘤并发的最常见的心律失常，而折返环的形

成被认为是其最常见的机制［１２］。
随着电生理技术的发展，激动标测、拖带标测和

三维电⁃解剖标测技术也进一步证实了诱发 ＶＴ 的折

返环多定位于心肌疤痕边缘区的缓慢传导区［１３］。
同样 Ｔｓｃｈａｂｒｕｎｎ 等［１４］通过建立猪心肌梗死模型，研
究梗死后折返性 ＶＴ 发现：９０％ （２８ ／ ３０）的模型猪可

诱发多种 ＶＴ；折返环位于夹杂存活心肌的疤痕边缘

区。 折返环除了起源于疤痕边缘区心内膜下外，仍
有 ３０％的折返区域定位于心外膜下疤痕周围组织

内，甚至疤痕边缘区的全层心肌［１５］。
标测指导下的心内膜导管消融是控制心肌梗死

后疤痕相关 ＶＴ 的主要方法。 但因介入导管消融非

透壁的局限性，即使临床经验丰富的电生理医生治

疗疤痕相关 ＶＴ 的长期有效率仅徘徊在 ７０％ ～
７５％ ［１６］。 本实验建立猪室壁瘤相关 ＶＴ 模型，探索

性的利用 Ｃａｒｔｏ 标测指导下 ＢＲＦ 对复杂的致 ＶＴ 的

解剖基质进行透壁性消融，试图更好的遏制室壁瘤

相关的 ＶＴ。 相关的文献［１７ ⁃１８］ 报道：ＶＴ 的折返区与

疤痕边缘具有高度的解剖相关性，本研究也验证了

上述结果。 我们发现可诱导的模型猪均可诱发至少

两种或更多的 ＶＴ 且与 Ｔｓｃｈａｂｒｕｎｎ 等［１４］ 的实验结

果相似，表明室壁瘤边缘区可包含多个折返环且定

位于不同的心肌层。 ＢＲＦ 可实现全层心肌的透壁

消融，而且我们以室壁瘤中心为起点辐射状沿室壁

瘤边缘对缓慢传导区进行连续性线性消融，可充分

融断多个潜在折返环，控制 ＶＴ 的发生。 通过 ＢＲＦ
前后程序性电刺激，折返性 ＶＴ 的急性阻遏率高达

８０％ （４ ／ ５）。 Ｓｉｖａｇａｎｇａｂａｌａｎ 等［１９］ 通过羊心肌梗死

模型也证实了折返环定位于室间隔边缘，从室间隔

两侧进行透壁性消融可有效遏制折返性 ＶＴ。
双极消融钳具有双排线状电极可确保消融连续

性；且功率稳定，透壁后自动断电等特点能最大限度

减小临近组织副损伤。 另外，ＢＲＦ 操作简单，消融

时间短，可确保组织消融透壁，从而有效遏制心内膜

下、心外膜下甚至全层心肌内的折返环，这是治疗室

壁瘤并发 ＶＴ 的关键。 本实验结果表明心脏不停跳

下，室壁瘤相关 ＶＴ 的 ＢＲＦ 是可行的。 比较国外体

外循环辅助下室壁瘤切除联合冷冻消融，该方法理

论上避免了体外循环相关并发症和因大面积室壁瘤

组织切除所造成的严重低心排血量综合征。［２０ ⁃２１］ 但

是对室壁瘤相关室性心律失常的 ＢＲＦ 实验应更加

系统化并在多中心开展和随访，以进一步明确遏制

折返的机制及 ＢＲＦ 的安全性、可行性和长期疗效的

稳定性，为室壁瘤相关室性心律失常的外科治疗提

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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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

管疾病研究所 血管生物研究室

通信作者：兰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基于干细胞的心血管

疾病病因学、药物筛选和再生医学治疗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ｆｅｎｇｌａｎ＠ ｃｃ⁃
ｍｕ． ｅｄｕ． ｃｎ

·基础研究·

基于 ｉＰＳＣ 诱导分化具有电生理活动心肌细
胞方法的研究

李弘夏　 刘涛燕　 吴福建　 兰 峰

　 　 ［摘要］ 　 目的：通过诱导多潜能干细胞 ｉＰＳＣ 体外定向分化为心肌细胞的方法，已经成为干细胞和

心血管领域研究的有效工具，也为临床治疗带来新希望。 本文依据胚胎发育的分子调控机制，探索建立

体外定向分化心肌的方法。 方法：使用干细胞培养基培养 ｉＰＳＣｓ 生长至 ８０％ ，换成含 ６μｍｏｌ ／ Ｌ Ｃｈｉｒ
９９０２１ 和 ２５μｇ ／ Ｌ Ａｃｔｉｖｉｎ Ａ 的基础培养基培养 ４８ｈ，基础培养基为含有 ２％的 Ｂ２７、６４ μｇ ／ Ｌ ｌ⁃ａｓｃｏｒｂｉｃ ａｃｉｄ
２⁃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的 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 培养基，换为含 ２ μＭ Ｗｎｔ⁃Ｃ５９ 的 ＷＮＴ 信号抑制剂培养基培养 ４８ｈ，最后换为

维持培养基继续培养，每两天换液，约第 ８ 天可见心肌开始搏动。 结果：ｉＰＳＣ 在向成熟心肌分化时，显微

镜下可观察到明显的肌丝肌节结构，具有心肌特异性标志物 ＴＮＮＴ ２，ＭＬＣ ２ａ 的强阳性表达，并表现出

自发跳动的电生理活动。 结论：该方法可以成功诱导 ｉＰＳＣ 高效分化为具有电生理功能的心肌细胞。
［关键词］ 　 诱导多潜能干细胞；分化；心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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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心肌细胞再 生能力有限是心脏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

要原因。 在临床领域寻求可靠心肌来源的同时，科
研学者也致力于探索可靠的手段研究心肌相关疾病

的病理机制以及进行药物筛选。 现阶段研究心肌病

的方法仍主要是通过动物模型开展研究。 然而，该
研究方法存在巨大的种属差异：人心室肌主要表达

肌球蛋白重链 ７ （ｍｙｏｓｉｎ ｈｅａｖｙ ｃｈａｉｎ ７，ＭＹＨ７） 基

因，而小鼠主要表达肌球蛋白重链 ６ （ｍｙｏｓｉｎ ｈｅａｖ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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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ｉｎ ６，ＭＹＨ６）基因；人心跳 ６０ ～ １００ 次 ／ ｍｉｎ，小鼠

心跳 ４００ ～ ６００ 次 ／ ｍｉｎ。 因此我们缺乏有效的研究

手段研究心肌相关疾病。 近年来，通过诱导多潜能

干细胞分化来源的心肌细胞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ｉＰＳＣ⁃ＣＭ）建立疾病模型进

行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了干细胞和心血管领域的热

点，很多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顶级期刊［１⁃２］，充分说

明了 ｉＰＳＣ⁃ＣＭ 是一个理想的人源心肌细胞模型。
诱导多潜能干细胞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ｉＰＳＣ）是一种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全能干细胞，
ｉＰＳＣ 具有在体外无限增殖，并分化为包括心脏在内

的所有胚层细胞的能力。 诱导多潜能干细胞技术自

２０１２ 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开始不断引起研究热潮。
ｉＰＳＣ 的出现，给人类疾病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工

具，极大的推动了疾病机理研究的进程。 目前，在体

外已经可以分化成多种类型的细胞［３⁃５］，有诸多研

究者通过 ｉＰＳＣ⁃ＣＭ 建立模型进行研究［６⁃７］。 该技术

突破性的为人类心血管疾病模型的建立以及药物高

通量筛选提供有效的研究工具，并能够深入探讨以

往动物模型无法发现的药物心脏毒性进而研发新的

治疗剂［８］。

材料与方法

１． 主要试剂与仪器 　 ｉＰＳＣ 细胞，ＥＤＴＡ 消化液

均购自北京赛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肌球蛋白轻链

２ａ（ｍｙｏｓ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ｃｈａｉｎ ２ａ，ＭＬＣ ２ａ）抗体，肌钙蛋白 Ｔ
２ 型（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Ｔ ｔｙｐｅ ２，ＴＮＮＴ２）抗体（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美
国）；阶段特异性胚胎抗原 ４（Ｓｔ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ｍｂｒｙｏｎ⁃
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ＳＳＥＡ４）、有机阳离子转运体 ４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４，ＯＣＴ４），转录因子 ＳＯＸ２ 抗体，转
录因子 ＮＡＮＯＧ 抗体，转录因子 ＴＡＲ ８１ 抗体（Ａｂ⁃
ｃａｍ，美国）；免疫荧光二抗 ａｌｅｘａ ｆｌｏｕｒ ａｎｔｉ ｍｏｕｓｅ
５９４，ａｌｅｘａ ｆｌｏｕｒ ａｎｔｉ ｒａｂｂｉｔ ４８８ 抗体 （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美

国）；干细胞培养基 （ ＣＥＬＬＡＰＹＢＩＯ，中国）； 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Ｇｉｂｉｃｏ，美国）；Ｂ ２７ 添加剂（Ｇｉｂｉｃｏ，美国）。
荧光显微镜（Ｎｉｋｏｎ，美国）；细胞培养超净工作台

（国产）；ｍａｔｒｉｇｅｌ （Ｇｉｂｉｃｏ，美国）；实时细胞分析仪

（ＲＴＣＡ，美国）。
２． 实验方法　 （１） ｉＰＳＣ 细胞培养　 预先使用 １

∶ ２００ 稀释的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 工作液完全覆盖培养皿，３７℃
静置过夜准备培养皿。 ｉＰＳＣ 克隆在包被过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
的培养板中培养，待回合度达 ７０％ ～ ８０％ 时，吸走

干细胞培养基，并且加入无钙镁的 ＰＢＳ 溶液洗一

次，然后使用 ０ ５ｍｍｏｌ ／ Ｌ ＥＤＴＡ 传代，３７℃孵育 ３ ～

５ｍｉｎ。 然后加入新鲜的干细胞培养基，吹打成细胞

悬液，按 １∶ ４ ～ １∶ ８接种培养。 将细胞置于 ５％ ＣＯ２

的 ３７℃恒温培养箱培养。
（２）ｉＰＳＣ 诱导分化为心肌细胞　 使用干细胞培

养基培养 ｉＰＳＣｓ 生长至 ８０％ ，换成含 ６ μｍｏｌ ／ Ｌ
Ｃｈｉｒ９９０２１ 和 ２５μｇ ／ Ｌ Ａｃｔｉｖｉｎ Ａ 的基础培养基培养

４８ｈ，基础培养基为含有 ２％的 Ｂ２７、６４ μｇ ／ Ｌ ｌ⁃ａｓｃｏｒ⁃
ｂｉｃ ａｃｉｄ ２⁃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ＬＡＡ２Ｐ）的 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 培养基，
换为含 ２ μｍｏｌ ／ Ｌ Ｗｎｔ⁃Ｃ５９ 的 ＷＮＴ 信号抑制剂培养

基培养 ４８ｈ，换为维持培养基继续培养，每两天换液

直至心肌开始搏动。 分化方法示意图如下。

图 １　 心肌分化方法示意图

３． 细胞鉴定

（１）ｉＰＳＣ 细胞鉴定 　 免疫荧光法检测 ｉＰＳＣ 是

否有干细胞特异性标志物 ＳＯＸ２、ＳＳＥＡ４、ＮＡＮＯＧ、
ＯＣＴ４ 及 ＴＡＲ⁃１⁃８１ 的表达。 方法：生长状况良好的

ｉＰＳＣ 细胞用 ＰＢＳ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冲洗 ３
次， ４ ％多聚甲醛室温固定 １５ ｍｉｎ。 ＰＢＳ 冲洗 ３ 次

后，０ １％ Ｔｒｉｔｏｎ Ｘ⁃１００ 透膜 ３０ ｍｉｎ，然后用 ３％ＢＳＡ
的封闭液，室温孵育 １ｈ。 １∶ １００ 稀释一抗，４℃孵育

过夜，ＰＢＳ 洗 ３ 遍。 二抗孵育：１ ∶ １０００ 稀释加入荧

光标记的二抗，３７℃，４０ｍｉｎ， ＰＢＳ 洗 ３ 遍。 封片：
Ｍ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含 ＤＡＰＩ）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拍照。
将 ｉＰＳＣｓ 细胞送到华阜康公司接种至裸鼠皮

下，观察畸胎瘤的形成。 取畸胎瘤组织做 ＨＥ 染色：
石蜡切片脱蜡至水：二甲苯脱蜡三次，每次 １５ｍｉｎ。
１００％ ，９５％ ，８０％ 梯度乙醇，每步 ５ｍｉｎ。 自来水冲

洗，洗去乙醇。 苏木素 ３ ～ ５ｍｉｎ，自来水冲 １ｍｉｎ。 氢

氯酸分化液（７５％ 乙醇 ４００ｍＬ ＋ ３ｍＬ 浓氢氯酸）２ｓ，
自来水冲，返蓝 ５ｍｉｎ。 伊红 ２ ～ ３ｍｉｎ，自来水冲 ３０ｓ。
８０％乙醇 ３０ｓ，９５％ 、１００％及 １００％乙醇各 ３ｍｉｎ。 二

甲苯两次，每次 ５ｍｉｎ。 中性树胶封片，显微镜下

观察。
（２）心肌细胞鉴定　 免疫荧光法检测 ｉＰＳＣ⁃ＣＭ

是否有心肌特异性标志物 ＴＮＮＴ ２，ＭＬＣ ２ａ 的表达。
实时细胞分析仪对细胞进行电生理分析鉴定，在
ＲＴＣＡ 仪配备的培养板上接种 ４ 万 ／孔的心肌细胞，
链接仪器实时监测细胞电生理情况，待细胞电生理

状况稳定，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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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１． ｉＰＳＣ 鉴定

（１）免疫荧光鉴定 　 ｉＰＳＣ 细胞贴壁生长，增殖

能力强。 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核大，细胞呈团

生长，克隆致密。 免疫荧光法检测 ｉＰＳＣ 是否有干细

胞特异性标志物 ＳＯＸ２、 ＳＳＥＡ４、ＮＡＮＯＧ、ＯＣＴ４ 及

ＴＡＲ ８１ 的表达（图 ２）。

图 ２　 镜下 ｉＰＳＣ 标志物免疫荧光检测（ × ２０）

（２）畸胎瘤 　 为检测 ｉＰＳＣ 细胞系具有多向分

化的潜能，取畸胎瘤石蜡切片做 ＨＥ 染色。 倒置显

微镜观察发现 ｉＰＳＣ 可明确形成内、中、外三个胚层

的组织（图 ３）。

图 ３　 镜下可见 ｉＰＳＣ 可形成三胚层结构组织（ × ２０）

２． 心肌细胞鉴定

（１）细胞形态 　 心肌分化的 ０ ～ ４８ｈ 为分化的

第一阶段，ｉＰＳＣ 周边的细胞明显发生形变，由致密、
核质比高、聚集成团生长的细胞变为梭形细胞，这些

梭形细胞可分裂增殖，到 ４８ｈ 分化节点时，可见培养

皿内几乎爬满梭形细胞（图 ４ ａ）。 心肌分化的第二

个 ４８ｈ 即分化的第二阶段，细胞仍有增多，梭形细胞

继续形变铺满视野。 第三阶段的维持培养，约第 ８
天可见个别少量细胞搏动，到第 ９ 天可见大量细胞

成片像波浪样跳动。 Ａｃｃｕｔａｓｅ 酶消化再接种的心肌

细胞如图图 ４ ｂ 所示，２０ 倍倒置相差镜下即可明显

观察到肌丝肌节结构。
（２）免疫荧光　 免疫荧光法检测分化出的心肌

细胞是否有特异性标志物 ＴＮＮＴ ２，ＭＬＣ ２ａ 的表达。

图 ４　 心肌分化过程细胞的形变（ × ２０） 　 ａ：镜
下分化 ４８ｈ 梭形细胞爬出 ｂ：心肌细胞有明显

的肌丝肌节结构

结果显示细胞阳性表达率高，且表达强度较强（图
５）。

图 ５　 镜下心肌标志物免疫荧光染色（ × １００）

（３）电生理　 实时细胞分析仪对细胞进行电生

理检测，发现细胞有稳定的自发电生理信号（图 ６）。

图 ６　 ＲＴＣＡ 检测细胞电生理信号

讨　 论

胚胎早期心血管系统发育相关的基因调控网络

是心肌分化的理论基础。 近 １０ 年致力于干细胞心

肌分化的研究多采用阶段特异性激活或抑制不同的

信号通路，通过调控重现上述心肌发育的关键节点

实现最终分化的目的。 用于心肌分化的干细胞有两

种培养方式，一种是形成 ＥＢ（ ｅｍｂｒｙｏｉｄ ｂｏｄｙ，ＥＢ）
球［１１⁃１２］，一种是单层培养的多潜能干细［１３］。 后者也

有铺基质胶培养干细胞和通 ＭＥＦ 饲养层培养干细

胞两种方法。 早期的培养体系以 ＫＳＲ（ｋｎｏｃｋｏｕｔ ｓｅｒ⁃
ｕｍ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ＫＳＲ）作为基础培养体系，分化过程

中添加 ＢＭＰ４，ＦＧＦ２，Ａｃｔｉｖｉｎ Ａ 等因子促进分化［１４］。
随后，培养体系更换为 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 和 Ｂ ２７ 添加剂，
并且简化培养体系将因子调控信号通路转换为小分

子调控。 培养体系逐渐向无动物源成分且成分明

确、简单、高效的方向转变，这主要为临床心肌移植

的最终目标打下基础。 目前的分化方法以 ２０１４ 年

Ｐａｕｌ 等［１５］研究者发明的化学成分明确的小分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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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法为代表。 该体系仅适用 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重组人

白蛋白和抗坏血酸三种成分作为基础分化液，分化

过程先后添加 ６ μｍｏｌ ／ Ｌ ＣＨＩＲ９９０２１ 和 ２ μｍｏｌ ／ Ｌ
Ｗｎｔ⁃Ｃ５９，最后使用基础分化液维持培养至跳动。

现阶段国内的心肌分化仍主要围绕间充质干细

胞和分化心肌样的细胞为主，尚难以高效地分化出

自主跳动、有电生理信号的心肌细胞［１６］。 本文的分

化方法基于心脏胚胎阶段发育的理论基础和前人研

究方法的总结，在 ８ｄ 的时间分化出可跳动的心肌细

胞，在第 １０ 天分化效率超过 ８０％ ，时间周期短。 该

方法依据上述胚胎发育学的信号调节机制进行分

化：则第一阶段，即第一个 ４８ｈ，先通过 Ｃｈｉｒ９９０２１ 抑

制 ＧＳＫ３β 信号通路， ＧＳＫ３β 信号通路可以抑制

ＷＮＴ３ 通路，这样间接促进了 ＷＮＴ３ 信号通路，将细

胞分化至类似中胚层阶段的细胞。 再使用 Ｗｎｔ⁃Ｃ５９
抑制 ＷＮＴ 信号通路，在第二阶段，即第二个 ４８ｈ 将

细胞分化至类似心肌前体细胞阶段。 随后维持培养

直至心肌细胞成熟，发育为具有特征性电生理信号

的、可跳动的心肌细胞。
目前治疗心脏疾病的终末发展阶段—心力衰竭

的最后手段仍为移植。 然而，因供体资源严重短缺

而导致很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 ｉＰＳＣ⁃ＣＭ 方法的出

现为这一现状带来新希望，其主要长期目标是转变

临床上从供体获得心肌组织治疗受损心脏这一现

状。 这一领域仍有诸多挑战，包括在疾病恶化之前

的短时间内得到足够数量的心肌细胞，获得的心肌

补片能够与受损心脏形成功能性的电生理偶联以及

协调的收缩舒张功能等问题。 第二个应用在于心血

管新药研发和安全性测试［１７］。 许多药物开发计划

在动物模型验证得到的指标由于模型本身不可靠而

失败，则该方法为药物研发提供新平台。 第三个应

用主要在于发育生物学机制，疾病模型建立和基因

组精准医疗等研究方向［１８⁃１９］。 总而言之，ｉＰＳＣ⁃ＣＭ
为我们带来令人兴奋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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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栓塞为首发症状左心房黏液瘤合并早孕１例

李俊生　 马 捷　 施阳阳

　 　 ［关键词］ 　 脑栓塞； 左心房黏液瘤；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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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栓塞最常见于中老年患者，若年轻患者出现脑栓塞症

状，应积极考虑其心脏疾病存在，左心房黏液瘤是最常见心

脏良性肿瘤，约占心脏肿瘤 ７５％ ，之前报道男女发病比例约

１∶ ３［１⁃２］ ，近年来报道约 １∶ ２［３］ ，虽属良性，但肿瘤表面附着血

栓或瘤体破裂易导致周围血管栓塞，出现严重并发症，降低

患者生存质量，大约 ２０％ ～ ４５％ 的患者首发症状为栓塞，其
中 ５０％为脑栓塞。 现将本院收治的以脑栓塞为首发症状，早
孕为诱因致心力衰竭的左心房黏液瘤 １ 例，报道如下。

患者女性，２８ 岁，主因“活动后心慌、气短 １ 个月，伴咳

嗽、双下肢水肿 １ 周”入院，２ 年前因脑栓塞于当地医院治

疗，未考虑心脏方面原因，好转后出院。 查体：血压：８５ ／
５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心率：９８ 次 ／ ｍｉｎ，律齐，心音

有力，左侧卧位时可闻及舒张期隆隆样杂音，右侧卧位消失，
双下肢及会阴部水肿。 辅助检查：心电图：窦性心律，低电压

倾向，Ｔ 波改变。 心脏彩超（图 １⁃图 ２）：左心房内可见一附着

于房间隔下段，基底宽约 １５ｍｍ，大小约 ５８ｍｍ × ３３ｍｍ 团块

状肿物随心搏运动， 三尖瓣中度反流， 肺动脉压力约

９４ｍｍＨｇ，少量心包积液。 腹部彩超：淤血肝，胆囊壁水肿。
妇科彩超：宫内早孕（７２ｄ），腹腔积液。 实验室检查：血红蛋

白：９０ｇ ／ Ｌ，白蛋白：２８ｇ ／ Ｌ，红细胞沉降率：２５ｍｍ ／ ｈ，Ｃ － 反应

蛋白：６５． ６０ｍｇ ／ Ｌ，心房脑钠尿肽（ＢＮＰ）：５０２ｎｇ ／ Ｌ，凝血实验：
Ｄ －二聚体 １ ２６４ μｇ ／ Ｌ，凝血酶原时间测定（ＰＴ － Ｓ） １８． ０ ｓ，
国际正常化比值（Ｒ － ＩＮＲ） １． ４３。 入院后给予吸氧、谨慎强

心、利尿、抗感染等对症治疗。 先行清宫术，１ 周后在全麻体

外循环下行黏液瘤摘除术，二尖瓣、三尖瓣成形术。 术后恢

复顺利出院。
讨论　 心脏黏液瘤是最常见的心脏良性肿瘤，各家报告

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发病年龄多见于 ３０ ～ ６０ 岁［４］ ，可发生于

各心腔，左心房黏液瘤约占心脏黏液瘤 ７５％ ，大多为散发，也
有家族性黏液瘤报道。

左心房黏液瘤起源于心内膜下间叶组织，瘤体呈半透明

图 １　 超声心动图收缩期图像；图 ２　 超声心动图舒张期图像

胶冻状，瘤组织松脆且表面易附着血栓，脱落致脑血管意外

而被误诊。 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取决于黏液瘤的大小、形
状、附着部位、活动度以及瘤体碎片及表面血栓脱落情况，大
体可以分三方面：①心脏表现：肿瘤阻塞二尖瓣口，可造成相

对性二尖瓣狭窄相关循环动力学症状，如心力衰竭，若存在

妊娠、心脏基础病变等加重心排血功能的诱因，更易发生。
心尖部听诊区可闻及收缩期吹风样和舒张期隆隆样杂音且

随体位变化，其唯一特异性是肿瘤扑落音。 ②全身症状：约
９０％患者合并有全身症状，其发生机制可能与机体对肿瘤本

身、肿瘤组织的变性、多系统栓塞的自身免疫反应、巨噬细胞

及黏液瘤基质内肥大细胞释放细胞因子或黏液瘤细胞释放

肽类物质有关，手术切除后全身症状可消失。 ③周围血管栓

塞情况：约 ２０％ ～ ４５％ 患者伴有全身栓塞症状［５］ ，临床表现

依具体栓塞部位而定，以脑栓塞最为多见。
本例患者 ２ 年前以脑血管病、周围血管栓塞起病，首诊

医师易忽略对本病的考虑及全面的体格检查导致误诊。 首

诊科室医师重视心脏彩超检查是防止该病误诊的重要手

段［６］ ，同时可以评估血流动力学变化。 目前患者早孕 １０ 周，
心脏排血功能增加，导致急剧出现心力衰竭表现，确诊后应

终止妊娠［７］ ，先行人工流产，待病情尽量稳定，维持围手术期

血流动力学平稳及防止血栓的脱落［８］ ，行左心房黏液瘤摘除

限期手术，若患者病情恶化，也可考虑急诊手术。 左心房黏

液瘤手术切除率高，预后良好，术后复发率为 １％ ～３％ ，建议

长期随访［９］ 。
综上所述，对于以脑梗死，周围血管栓塞症状就诊的年

轻患者，首诊医师应积极考虑本病的可能，对于这些患者均

应行心脏彩超除外心脏疾患，确诊后尽量在病情稳定情况下

行限期摘除手术，综合病人当时情况，灵活把握手术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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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为目的，减少患者的死亡

率和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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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左冠状窦内的室性期前收缩射频消融治疗
致左主干痉挛１例

耿　 雨　 周玉杰　 刘宇扬

　 　 ［关键词］ 　 左冠状窦；射频消融；室性期前收缩；左主干；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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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射频消融术（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ＲＦＣＡ）
己成为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的一种有效手段［１⁃２］ 。 特发型室

性期前收缩和室性心动过速（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ＰＶＣｓ ／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ＶＴ）是临床上常见的非器质性

快速型心律失常，其中大部分起源于右心室流出道（ ｒ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ｒａｃｔ，ＲＶＯＴ），小部分起源于左心室流出道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ｒａｃｔ，ＬＶＯＴ）；异位心律的起源位于左

心室流出道主动脉瓣上和瓣下区域，尤其多见于瓣上区左冠

状动脉开口处附近组织，与冠状动脉左主干和主动脉瓣的关

系较密切。 手术治疗起源于左冠状窦内的室性期前收缩难

度大，易损伤左主干，风险高［３］ 。
患者女性，２２ 岁，因阵发心悸、胸闷 ２ 年加重 １ 个月入

院。 既往有病毒性心肌炎病史。 体检：血压 １２０ ／ ８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心率 ７０ 次 ／ ｍｉｎ， 两肺呼吸音清，未闻

及干湿性啰音，心律不齐，可闻及频发期前收缩，各瓣膜区未

闻及杂音，双下肢无水肿。 体表心电图示（图 １）：窦性心律，
频发室性期前收缩，Ｖ１、Ｖ２ 导联，ＱＲＳ 波为 Ｒｓ 型，Ｒ 波宽大，
提示室性期前收缩来源于左心室流出道和左冠状窦内可能

性大。 动态性电图示：频发室性期前收缩二联律，心搏总数

１０７ ０３４ 次，室性期前收缩总数 ４８ １３０ 次。 超声心动检查示：
二尖瓣、三尖瓣轻度反流，左心室增大，舒末内径 ５４ｍｍ，收末

内径 ３７ｍｍ，射血分数 ５９％ 。 心脏 ＭＲＩ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入院诊断：心律失常，频发室性期前收缩。

常规法放置标测及消融电极导管，起源点均经电生理检

查确认，穿刺右侧股静脉，送入 ６Ｆ 鞘管并经鞘管送入 ４ 电极

至右心室。 穿刺右股动脉，送入非 ０ ９％ 氯化钠灌注的 ＣＥＬ⁃
ＳＴＵＳ 消融导管，行激动顺序标测（非三维标测系统），在左冠

状窦内标测到较体表心电图 δ 提前 ３２ｍｓ 处。 经股动脉行冠

状动脉造影检查，将造影导管放置在左主干开口，通过多体

位投照，明确消融导管与左主干开口相距约 ４ｍｍ。 以 ５６℃、
３０Ｗ 消融，室性期前收缩逐渐减少至消失，持续时间 ８０ｓ，观
察 ２０ｍｉｎ 无室性期前收缩，射频消融成功，心电图为正常窦

性心律。 术中患者突发心前区疼痛，立即行冠状动脉造影

示：左主干开口狭窄，考虑为射频消融术中热刺激引起左主

干痉挛致狭窄，给予硝酸甘油扩冠治疗后疼痛明显缓解，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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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射频消融术前 １２ 导联体表心电图

图 ３　 射频消融术后 １２ 导联体表心电图

查冠状动脉造影左主干开口狭窄缓解（图 ２）。

图 ２　 冠状动脉造影图像　 Ａ：左主干痉挛，Ｂ：左主干痉挛缓解

复查心电图（图 ３）未见 ＳＴ⁃Ｔ 改变，术后复查 ＴｎＩ ０ ４４
μｇ ／ Ｌ，给予阿司匹林、替格瑞洛抗血小板聚集，低分子肝素抗

凝及立普妥对症治疗。 术后 １ 个月复查体表心电图，窦性心

律，无室性期前收缩。 复查冠状动脉 ＣＴＡ（图 ４），未见明显

异常。

图 ４　 射频消融术后冠状动脉 ＣＴＡ 图像

讨论　 目前，起源于左冠窦内的的室性期前收缩的发生

率还没有确切的资料，关于发病原因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等［４］ 证实静

脉注射三磷酸腺苷能够一过性抑制左心室流出道的室性心

动过速， 提示其发病机制为延迟后除极所致的触发激动，也
有专家认为可能冠状窦并非真正的左心室流出道，而是左心

室流出道的部分心肌细胞移行于此，是该类心动过速产生的

原因，消融成功也为此提供了证据。
分析既往文献报道病例并结合本病例手术经验，有两大

主要难题亟待解决。 首先，对起源于左冠状窦内的室性期前

收缩临床医师未识别并予以高度重视。 现有文献资料［５］ 显

示， 左冠状窦 ＩＶＴ 多表现为频发短阵 ＩＶＴ 和室性期前收缩，
左冠状窦室期前收缩体表心电图表现为：ＩＶＴ 发作时为不典

型左束支阻滞型，额面电轴向下。 Ｖ１ 导联为 ｒＳ 或 ＲＳ 波形，
胸前导联 Ｒ 波移行区位较早，于 Ｖ２ 或 Ｖ３ 导联，Ｖ５、Ｖ６ 明显

高大，并且无 ｓ 波。 研究发现［６］ ，激动顺序标测更为常用且

准确，消融成功者左冠状窦内标测到最早心室激动点 ＥＶＡ⁃
ＱＲＳ 时间明显早于消融未成功者的 ＥＶＡ⁃ＱＲＳ 时间，提示

ＥＶＡ⁃ＱＲＳ 时间有助于预测左冠状窦内经射频导管消融治疗

的 ＰＶＣｓ ／ ＶＴ 成功率。 左冠状窦内消融成功靶点部位与消

融未成功部位均可记录到 Ｐ１ 电位，且 ２ 处记录到的 Ｐ１ 电

位振幅及 Ｐ１ 电位提前于体表心电图 ＱＲＳ 波时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故此提出 Ｐ１ 电位预测消融成功靶点部位的敏

感性低。 因在无 ＰＶＣｓ ／ ＶＴ 病史的患者的左冠状窦内未能

记录到 Ｐ２ 电位，由此提出 Ｐ２ 电位是源于左冠状窦的

ＰＶＣｓ ／ ＶＴ 的特征性电位，同时提出观察消融前后 Ｐ２ 电位的

存在与否及 Ｐｖ 电位至 Ｐ２ 电位间期的变化对判断成功的消

融靶点有意义，成功的消融靶点处在消融前常可记录到 Ｐ２

２０９ 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１



电位，而消融后 Ｐ２ 电位出现或延迟可作为消融成功的一个

评判标准。
其次，该类射频消融手术致冠状动脉主干损伤的机制尚

不明确，增加了此类特殊患者手术的难度及风险。 射频消融

引起的热损伤一直以来备受关注［７］ ，一些专家认为术后冠状

动脉闭塞可能是由于射频消融导管的操作不当或直接热损

伤致血栓形成。 虽然早期的研究没有发现冠状动脉损伤，但
后续的研究逐渐发现在介入消融期间或之后，部分患者伴有

永久性的冠状动脉伤害［８］ 。 Ｓｏｌｏｍｏｎ 等［７］ 对 ７０ 例行射频消

融手术患者的术前及术后冠状动脉造影进行分析后发现，只
有 １ 例患者术中冠状动脉痉挛造成血管直径减小，但药物治

疗后马上恢复。 Ｌｅｓｈ 等［９］ 同样对 １００ 例行射频消融的患者

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只发现 １ 例患者冠状动脉痉挛，造
成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Ｃａｌｋｉｎｓ 等［１０］ 对 １０６ 个患者分析

发现有 １ 例患者射频消融术后造成冠状动脉回旋支闭塞，２
例患者左主干急性血栓。 近年来，国内外报道 ２０ 余例射频

消融手术造成患者冠状动脉血管急性或慢性闭塞的病例。
目前认为射频消融致冠状动脉损伤有不同的机制，其中冠状

动脉痉挛是最常见的原因，特别是对于起源于左冠状窦内的

心律失常，消融手术的高能量传递到左冠状窦内，易引起冠

状动脉痉挛［１０］ 。 本病例中患者消融时立即出现心前区不

适，行造影检查示左主干血管直径减小，予以硝酸甘油后狭

窄缓解，即是左主干痉挛造成的。
综上，对于起源左冠状窦内的室性期前收缩患者，射频

消融术仍面临着诊断、手术操作等困难。 通过对既往病例回

顾，认识到左冠状窦内的消融靶点邻近于左冠状动脉的开

口，为避免消融损伤左冠状动脉或放电过程中消融导管滑入

冠状动脉，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１１］ ：放电前进行冠状动脉造

影， 并留置造影导管作为冠状动脉开口的标志，明确冠状动

脉开口与消融靶点之间的距离，两者之间的距离 ＞ １ｃｍ 是安

全有效的；消融功率控制在 ２５ ～ ３０Ｗ 或预设温度在 ６０℃以

下时间控制在 ９０ｓ 以内，若消融能量过高会造成局部组织的

损伤，水肿，或局部微血栓形成，从而影响左冠状动脉的血

流；放电过程中严密监测心电图的改变以及患者的情况，术
中患者有胸闷、胸痛时，应及时停止手术，行冠状动脉造影检

查了解冠状动脉情况，术后常规复查造影，及时发现冠状动

脉的并发症，如有并发症，及时给以处理，严密观察患者生命

体征，监测心电，防止术后发生因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造成的

血栓等情况。 但临床报道有限，为更加科学而有效地控制手

术细节，仍需更多的手术经验积累以及对磁共振成像等诊断

工具的科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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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男性，８０ 岁，因“突发胸闷、心悸 ３ｈ”入院。 患者住

院前 ３ｈ 无明显诱因突发胸闷、心悸，伴大汗及意识不清，无
胸痛，无恶心呕吐，无咳嗽、咳痰，无咳血，症状持续约 ５ｍｉｎ
左右自行缓解，当地医院就诊，拟冠心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转我院，急诊心电图示：窦性心律，部分导联 ＳＴ⁃Ｔ 改变：
Ｖ４⁃Ｖ６ 导联水平性压低 ０ ０５ｍＶ 伴 Ｔ 波低平（图 １）。 病程中

无意识肢体功能障碍，无头晕头痛，无发热寒战，无腹痛腹

泻。 追问病史患者近 １５ｄ 出现声音嘶哑，无咳嗽、咳痰及咳

血。 既往否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史。 生于

江苏徐州，无疫区居住史。 有吸烟史，约 ２０ 年，每天吸烟 ２０
支，否认饮酒嗜好。

查体： Ｔ：３６ ４℃，Ｐ：７２ 次 ／ ｍｉｎ，Ｒ：１８ 次 ／ ｍｉｎ， ＢＰ：１３１ ／
７２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头颅无畸形，双侧瞳孔等大同

圆，对光反应良好，伸舌居中。 颈软，甲状腺不肿大，颈静脉

无怒张，未见异常动脉搏动。 胸廓无畸形，两侧对称。 双肺

呼吸音粗，左肺呼吸音略减低，未闻及干湿啰音，心率 ７２ 次 ／
ｍｉｎ，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及心包摩擦音，
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双下肢无水肿，双侧病理征阴性。

患者入院后第二天无诱因突发意识不清，呼之不应，双
眼上翻，大汗，心电监护提示交界区逸搏心律，心率在 ４５ 次 ／
ｍｉｎ 左右，ＢＰ７０ ／ ４０ｍｍＨｇ 左右，立即予阿托品 ０ ５ｍｇ 静脉注

射，多巴胺、低分子右旋糖苷等药物应用，１０ｍｉｎ 后意识转清，
心率及血压恢复正常。 此后患者上述症状反复发作，发作时

心电监护均表现血压及心率下降，均予阿托品、多巴胺及低

分子右旋糖苷等药物应用后可缓解（图 ２）。 初步诊断：晕厥

待查：①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②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③血

管迷走性晕厥？ 完善心脏超声检查提示：主动脉瓣、二尖瓣

退行性变，二尖瓣、三尖瓣轻度反流，左心室舒张功能降低。
血常规、肝肾功能及电解质、肌钙蛋白、血气分析、甲状腺功

能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床边胸 Ｘ 线片示：左肺野呈大片状致

密影、心影显示不清（图 ３）；进一步完善胸部 ＣＴ 平扫（图 ４）
提示左肺上叶支气管截断，局部见不规则软组织密度肿块

影，边缘不清，左肺上叶不张、实变；余两肺内多发囊泡样低

密度；纵隔内见散在小淋巴结；左侧胸膜腔少量积液，结论为

中央型肺癌；血液肿瘤标志物检测均在正常范围。 呼吸科及

肿瘤内科会诊一致认为，肺癌诊断成立，鳞癌可能性大，建议

明确病理类型。 患者拒绝进一步检查治疗，转回当地医院。
讨论　 肺癌作为目前病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以咳嗽及

气短为常见临床表现。 部分肺癌患者表现为少见的症状和

体征，表现为胸部以外的脏器，而不是肺癌直接作用或转移

引起，主要包括内分泌系统、神经肌肉系统、结蹄组织及血液

系统的改变，统称为副癌综合征。 其分泌异位促性腺激素、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物质、抗利尿激素、小脑、脊髓、周围神

经病变等。
该例肺癌以晕厥反复发作为主要临床表现，晕厥是由于

一过性全脑低灌注引起的，以发作快、历时短并能完全自行

恢复为临床特点的短暂性意识丧失［１］ 。 晕厥按照常见病因

分为心源性晕厥，神经反射性晕厥及直立低血压性晕厥。 喉

返神经作为迷走神经在胸部的一个分支，主要由副交感神经

和感觉神经组成，其走形于两侧的气管食管沟内，故气管、食
管、纵隔及邻近肺部的病变可使喉返神经受损，从而表现为

声音嘶哑。 喉返神经的分支与迷走神经的分支和交感神经

的分支共同组成心脏神经丛，当各种原因刺激迷走神经兴奋

时，机体表现出心率减慢及血压下降。 本例患者晕厥考虑由

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一，与左肺大面积受损，呼吸功能严

重下降，肺组织缺氧。 其二，患者左肺肿瘤较大，肿瘤生长刺

激喉返神经。 这两点均导致迷走神经过度兴奋造成晕厥发

作。 国外及国内均有相关报道肺癌合并晕厥的病例［２⁃５］ 。
副癌综合征作为诊断肺癌的重要参考依据已引起我们

足够的重视，对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有重大的临床意

义，本例患者以晕厥作为肺癌首发肺外表现而就诊，且该病

人晕厥为心脏、血管抑制的混合型，少见易误诊。 本例患者

首先考虑心源性疾病收住心内科，入院后通过详细的病情观

察、鉴别诊断及辅助检查，及时明确诊断。
对于晕厥就诊的患者，应拓宽思路，详细询问病史，认真

体格检查，开展各个相关检查手段，以利于患者的诊断及治

疗，避免造成漏诊或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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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发作晕厥时动态心电图结果；图 ２　 晕厥恢复正常后心电图

图 ３　 胸部 Ｘ 线图象；图 ４　 胸部 ＣＴ 肺窗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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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报道·

急性腹主动脉骑跨栓塞合并脑栓塞１例

赵伟涛　 张 帆　 杨福纪　 罗世国

　 　 ［关键词］ 　 腹主动脉骑跨栓塞；脑栓塞；Ｆｏｒｇａｒｔｙ 导管取栓；肌病肾病代谢性综合征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１１⁃９０６⁃０１

　 　 急性腹主动脉骑跨栓塞发病突然、进展迅速及病死率

高，临床少见，合并脑梗死者更少，及早诊断、积极的外科及

术后预防并发症至关重要。 我院收治 １ 例急性腹主动脉骑

跨栓塞合并脑梗死患者，报告如下。
病例资料　 女性，４８ 岁。 既往有“风湿性心脏病”病史

１０ 年余，有“心律失常、心房颤动”病史 １ 年余，曾口服“华法

林”治疗，此次因“突发言语不清、双下肢无力 ３ 和”入院。 查

体：体温 ３６ ０℃，脉搏 ８０ 次 ／ ｍｉｎ，呼吸 ２１ 次 ／ ｍｉｎ，血压 １４７ ／
９６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神志清，精神差，双侧瞳孔不

等大，左侧 ３ ５ｍｍ，右侧 ３ｍｍ，对光反射迟钝，言语不清，右侧

鼻唇沟浅，伸舌右偏，颈软，双肺可闻及干湿性罗音，心率 １００
次 ／ ｍｉｎ，律不齐，第一心音强弱不等，心尖区可闻及 ３ ／ ６ 级收

缩期杂音，双上肢肌力 ５ 级，双下肢肌力 ０ 级，双下肢皮肤苍

白，双足皮温低，双足背动脉未触及搏动，双侧股动脉搏动不

明显。 颅脑 ＣＴ 示平扫未见明显异常，结合临床；腹主动脉

ＣＴＡ（图 １）提示腹主动脉栓塞、双侧胸腔积液、双肺水肿表

现、左心房增大。 急症行 Ｆｏｒｇａｒｔｙ 导管取栓术（图 ２），术后

１１ｈ 乳酸 １５ｍｍｏｌ ／ Ｌ、血钾 ６ １ｍｍｏｌ ／ Ｌ，左侧 ５ｍｍ，右侧 ６ｍｍ，
对光反射消失。 予以积极纠正酸中毒级高钾血症，多次出现

心脏骤停，最终于术后 １７ｈ 抢救无效死亡。

　 　 讨论　 急性腹主动脉骑跨栓塞在临床上少见，心房颤

动、动脉栓死史，肿瘤术后放疗及长期大量使用糖皮质激素

为好发因素［１］ 。 是一种急需手术处理，病死率和截肢率均高

的危重急症。 根据病史、体检和辅助检查，本病诊断基本可

以确定，但本例患者发病合并神经系统症状，容易误诊。 本

病一经诊断必须及早手术治疗，争取在发病 ６ ～ ８ｈ 内取

栓［２］ ，经股动脉 Ｆｏｒｇａｒｔｙ 导管取栓是首选术式。 但本例患者

虽手术取栓成功，但仍出现死亡，结合患者后期体征及化验

检查结果，考虑导致本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动脉阻死所致

的缺血性骨骼肌的变性、坏死及由此产生的肌红蛋白、血电

解质紊乱、氧自由基等引起的肌病肾病代谢性综合征［３］ 及脑

梗死进展。 肌病肾病代谢性综合征是骨骼肌缺血 ／再灌注损

伤的主要病理反应，它发生在血供重建后尤为明显，主要表

现为氮质血症、高血钾、代谢性酸中毒及肌红蛋白尿等，最终

导致急性心力衰竭、心脏骤停。 结合本例，我们认为，该病异

常凶险，病死率高，即使手术成功严重的并发症仍危及生命，
且本病例因合并脑梗死将进一步加重病情。 该患者术后病

情不平稳未再有机会行颅脑 ＣＴ 检查进一步明确脑梗死部

位。 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及第一张颅脑 ＣＴ 结果，考虑脑栓塞

存在，遗憾的是未有机会明确栓塞范围。

图 １　 腹主动脉 ＣＴＡ；图 ２　 Ｆｏｒｇａｒｔｙ 导管取栓术前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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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蛋白质组学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
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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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小板为循环血液中的无核细胞碎片，不同于其他有核

细胞，其活化、黏附、聚集及炎症因子释放等功能的实现与其

蛋白表达变化或翻译后修饰的动态差异密切相关，而非基因

调控。 因此对血小板的研究无法采用传统的细胞和分子生

物学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为研究血小板蛋白质生物学特性

提供了理想的手段。 事实上，在生理状态下蛋白组学技术已

经鉴定出许多新的血小板信号蛋白和受体，而且有些正是目

前研究抗血小板治疗的靶点蛋白；在上述取得一系列成功背

景下，近年在血小板相关疾病领域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１］ 。 现将血小板蛋白组学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及进展

综述如下。
１． 血小板蛋白质组学

血小板不仅在止血、凝血中发挥重要作用，最近研究表

明其在人类重大疾病如炎症、恶性肿瘤、神经性疾病、血液病

及心血管疾病等病理生理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并因此成为

心血管疾病防治的重要靶点［１⁃６］ 。 由于血小板为无核细胞，
传统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技术难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

人们对血小板在肿瘤、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及机制了解甚

少。 最新研究表明蛋白组学技术为进一步研究血小板的未

知生物学功能提供了极好的方法，血小板蛋白组学开阔了血

小板研究的视角和范围［７］ 。
自本世纪初第一篇描述血小板蛋白组学文献以来，目前

ＰＵＢＭＥＤ 收录相关文献近 ４００ 篇，目前血小板蛋白组学的研

究也从整个血小板溶解产物细化到亚细胞结构（如微粒）乃
至某一信号转导通路或翻译后修饰蛋白分析。 Ｂｕｒｋｈａｒｔ
等［８］首次对血小板进行全蛋白质组分析，鉴定出约 ４ ０００ 种

独特的蛋白质，发现健康献血者 ８５％ 血小板蛋白质稳定一

致；最近数据推测人类血小板完整表达蛋白质大约 ５ ０００ 多

种蛋白［８⁃９］ ，为今后研究血小板相关疾病提供了很好的蛋白

分析平台。 Ｃｉｎｉ 等［１０］对 １１ 例健康儿童与 １１ 例成人静息与

活化状态下血小板蛋白质组（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ＰＰｓ）进行

研究，分析静息状态下发现儿童与成人有 ９ 种蛋白差异表

达， 儿童 ８ 种上调，仅血小板反应蛋白⁃１（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ｐｏｎｄｉｎ⁃１，
ＴＳＰ⁃１）下调；活化状态下发现 １１ 种差异表达蛋白，儿童 ５
种，如转铁蛋白（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 Ｔｆ），相对上调，６ 种下调。 静息

状态下差异蛋白多数（８２％ ）发挥结合生物功能，包括肝素、
肌动蛋白 （ ａｃｔｉｎ） 等，其他 （１８％ ） 与抗氧化有关；大多数

（４６ ５％ ）来源胞内如线粒体、分泌颗粒、核周区域等；细胞膜

和胞内体各为 ２０ ９％ ；细胞外区域 ４ ７％ 。 与年龄相关的血

小板差异表达蛋白涉及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的调节（４６％ ）、
缺氧和药物反应（２１ ８％ ）、肌肉和器官发育过程（３ ５％ ）、
血小板功能（５ ２％ ）和免疫（２ ６％ ）。 该研究建立了年龄特

异性的 ＰＰｓ 变化，有助于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血小板

的活化和表型、血栓保护将发生变化，开创了一个研究儿童

和成人疾病状态下血小板生物学特性的平台。 如 ＴＳＰ⁃１ 可

通过抑制一氧化氮促进血小板的聚集，导致动脉血栓的形

成；而 Ｔｆ 则可通过抗氧化阻止血小板的激活，推测血小板静

息状态下 ＴＳＰ⁃１ 表达下调，活化状态下 Ｔｆ 表达上调保障儿童

不易发生血栓事件；而成人则反之。 Ｃｏｒｔｅ 等［１１］ 研究了吸烟

对 ＰＰｓ 的影响，结果发现吸烟者 ＸＩＩＩ⁃Ａ 因子亚基、糖蛋白 ＩＩｂ
（ｇｌｙ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Ｉｂ，Ｇｐ⁃ＩＩｂ）、β⁃ａｃｔｉｎ 表达明显上调，ＷＤ 重复蛋

白 ｌ （ＷＤ ｒｅｐｅａ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ＷＤＲｌ）和热休克蛋白 ６０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６０， ＨＳＰ６０）表达下调，上调蛋白多与炎

症、凋亡有关，下调蛋白可能与细胞损伤或反馈调节有关。
血小板功能测定、血浆血小板及白细胞活化标志物水平在吸

烟与非吸烟健康者均无差异，分子机制研究表明吸烟引发了

一些炎症反应，有助于进一步弄清吸烟对血管壁损伤及机体

健康影响的分子机制。
针对健康人群的 ＰＰｓ 研究表明，尽管大多数人血小板蛋

白表达恒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和疾病病理改变，其蛋

白组表达发生相应变化，分析血小板蛋白质在正常与病理状

态下的表达变化， 可以进一步丰富血小板的生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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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血小板蛋白组学与心血管疾病

目前血小板蛋白组学在心血管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

中两个方面：①冠心病尤其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小板

蛋白质变化；②抗血小板药引起冠心病患者血小板蛋白质组

变化。 这为深入研究血小板的生物功能、探寻有价值的生物

学标志及寻找新的治疗靶点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 　 Ｂａｎｆｉ 等［１２］

对急性非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ｎｏｎ⁃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
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ＮＳＴＥＭＩ）、稳定型心绞痛 （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ｇｉｎａ，
ＳＡ）及健康人进行 ＰＰｓ 分析，在 ４００ 余蛋白斑点中确定了 ６
种显著差异表达蛋白，其中 ２ 种为能量代谢蛋白［酮戊二酸

脱氢酶 （２⁃ｏｘｏｇｌｕｔａｒ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ＯＧＤＨ），乳酸脱氢酶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ＬＤＨ），３ 种与细胞骨架蛋白有关 ［γ⁃
ａｃｔｉｎ、冠蛋白 １Ｂ （ ｃｏｒｏｎｉｎ１Ｂ）、血小板⁃白细胞 Ｃ 激酶底物

（ｐｌｅｃｋｓｔｒｉｎ）］，１ 种参与蛋白降解 ［蛋白酶体亚基类型 ８（ｐｒｏ⁃
ｔｅａｓｏｍｅ ｓｕｂｕｎｉｔ ｔｙｐｅ ８， ＰＳＢ８）］。 ＮＳＴＥＭＩ 和 ＳＡ 组 ＯＧＤＨ、γ⁃
ａｃｔｉｎ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ＬＤＨ 仅在 ＮＳＴＥＭＩ 患者中升高；
而 ｃｏｒｏｎｉｎ１Ｂ、ｐｌｅｃｋｓｔｒｉｎ、ＰＳＢ８ 两组患者均较健康对照表达减

少。 结果显示参与糖酵解和氧化磷酸化的酶、细胞骨架为基

础的蛋白质表达增加，表明血小板因能量代谢、肌动蛋白重

排增强而活化。 慢性冠状动脉病（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ＣＡＤ）或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ＣＳ）皆由于动脉粥样硬化过程持续进展所致，推测血小板

细胞骨架蛋白、能量代谢改变参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Ｌóｐｅｚ⁃Ｆａｒｒé 等［１３］比较了 ＡＣＳ 和 ＣＡＤ 患者与血小板骨架蛋

白、糖酵解及氧化应激等有关的蛋白质组，发现 １８ 种蛋白差

异表达， ＡＣＳ 患者 ８ 种血小板骨架蛋白［Ｆ⁃ａｃｔｉｎ 盖帽蛋白、β
微管蛋白、 Ｒａｓ 相关蛋白 ７ｂ （ ｒ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ａｂ⁃７ｂ，
ＲＡＢ７Ｂ）亚型等］、４ 种糖酵解蛋白［３⁃磷酸甘油醛脱氢酶

（ｇｌｙｃｅ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ＧＡＰＤＨ）、 ＬＤＨ、
丙酮酸激酶亚型等］、细胞相关的抗氧化系统（锰超氧化物歧

化酶）和谷胱甘肽⁃Ｓ⁃转移酶（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ＧＳＴ）的
表达较 ＣＡＤ 患者相对下调；与细胞存活相关的蛋白如 ＰＳＢ１
也表达减少，结果表明说明 ＡＣＳ 患者血小板蛋白表达变化具

有促进血小板活化（抗氧化相关蛋白表达减少）和抑制血小

板活性（细胞骨架和糖酵解蛋白表达减少）双重特征。 与

Ｂａｎｆｉ 等报道的不完全一致。 Ｐａｒｇｕｉｎａ 等［１４］ 分析 ＮＳＴＥＭＩ 与
ＣＡＤ 患者的 ＰＰｓ，入院时在约 ２ ２００ 种蛋白质中发现有 ４０ 种

差异表达蛋白，ＮＳＴＥＭＩ 患者 １０ 种蛋白上调，３０ 种下调，相
对应 ２２ 个开放阅读框区（ｏｐ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ｓ， ＯＲＦｓ）；动态

监测其变化，５ｄ 后差异蛋白表达减少至 ２８ 种，６ 个月多数蛋

白恢复正常，仅 ５ 种蛋白差异表达。 ２２ 个 ＯＲＦｓ 中大部分与

细胞骨架 ／信号相关（６４％ ）。 １６ 种蛋白与血小板聚集、形态

有关；１４ 种为信号转导或细胞骨架蛋白；９ 种在血小板整合

素（Ｉｎｔｅｇｒｉｎ） ａＩＩｂβ３ 或 ＧｐＶＩ 受体活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结

果提示 ＮＳＴＥＭＩ 急性期及跟踪随访中 ＰＰｓ 发生变化，涉及细

胞形态改变的调节蛋白、血小板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 ａＩＩｂβ３、ＧｐＶＩ 信号活

化通路，表明这些通路可能在 ＮＳＴＥＭＩ 患者的血小板活化中

发挥重要作用。 次年该团队对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ｓｅｇ⁃
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ＭＩ）、ＣＡＤ 患者的 ＰＰｓ
进行研究，在约 ２ ４００ 多种蛋白质中发现了 ５６ 种差异表达蛋

白，对应 ４２ 个 ＯＲＦｓ，其中 ＳＴＥＭＩ 患者有 ４０ 种蛋白上调，１６
种下调。 ５ｄ 后差异蛋白表达减少至 ３２ 种，６ 个月多数蛋白

恢复正常，仅 ４ 种蛋白差异表达。 ４２ 个 ＯＲＦｓ 中同样大部分

与细胞骨架 ／信号相关（６２％ ），该结果与上一研究蛋白功能

分布有较为一致。 ＩＰＡ （ ｉｎｇｅｎｕｉｔ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软件分

析 ３５ 种蛋白在细胞形态、信号转导等方面起作用，有 ７ 种参

与 ＧｐＶＩ 介导的血小板活化。 蛋白鉴定表明 ３ 条信号通路与

差异蛋白表达密切相关，分别是 ＧｐＶＩ 介导、肌动蛋白 ／细胞

骨架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 及其相关激酶信号通路。 动物研究发现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β３ 胞浆区仅一种氨基酸改变即能阻止其与踝蛋白 １
结合，进而阻断 αＩＩｂβ３ 信号通路活化，减少动脉血栓形成。
ＳＴＥＭＩ 急性期及随访期 ＰＰｓ 的动态变化以及 ＧｐＶＩ 等信号通

路活性增强，使人们有理由相信 ＧｐＶＩ 信号以及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 相关

激酶信号通路中某些关键蛋白可能是抗血小板药治疗的“理
想”靶点［１５⁃１６］ 。 最近，Ｖéｌｅｚ 等［１７］ 首次比较了 ＳＴＥＭＩ 患者罪

犯血管闭塞再通冠状动脉血与外周动脉血血小板蛋白组学

的差异，结果发现 １６ 种血小板差异表达蛋白，１１ 种蛋白在冠

状动脉血样品中上调，５ 种下调，对应 １５ 个 ＯＲＦｓ，多与细胞

骨架及信号转导有关。 推测差异表达蛋白如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 ａＩＩｂ、
Ｓｒｃ 相关磷酸化蛋白 ２（参与 Ｓｒｃ 信号传导、ａｃｔｉｎ 重塑等）以及

ＴＳＰ⁃１ 亚型（血小板激活时 α 颗粒释放的一种黏附蛋白）等
表达上调与罪犯血管内血小板激活有关。

冠心病的不同疾病状态，稳定、急性缺血事件抑或急性

心肌梗死，ＰＰｓ 发生不同程度的动态变化，为研究疾病的发生

机制、发现疾病不同时期的生物标志和寻找药物新靶点提供

了线索。 尽管细胞内或细胞间信号传导错综复杂，但针对信

号通路中关键信号或骨架蛋白的阻断作为未来抗栓的靶点

仍是今后探讨抗血小板治疗的新方向。
（２）抗血小板药　 目前主要有三类抗血小板药物获得批

准用于临床治疗 ＡＣＳ 或其二级预防，分别是口服环氧化酶 ⁃
１（ＣＯＸ⁃１）抑制剂、口服 Ｐ２Ｙ１２ 受体抑制剂以及 ＧＰ ＩＩｂ ／ ＩＩＩａ
抑制剂。 但由于抗血小板效应个体差异性，或即使上述受体

充分抑制，仍可由其他通路激活，部分患者反复发生血栓事

件，影响患者整体生存，其中可能涉及遗传变异和环境因素，
确切的机制仍不清楚［１８⁃２０］ 。 蛋白质组学不失为综合解读这

些不同影响的研究方法。
Ｍａｔｅｏｓ⁃Ｃáｃｅｒｅｓ 等［２１］ 对 ２５ 例 ＡＳＰ 抵抗和 ２６ 例敏感

ＣＡＤ 患者进行 ＰＰｓ 分析，发现 １４ 种差异表达蛋白，ＡＳＰ 抵抗

患者 １１ 种蛋白下调，３ 种上调，炎性相关蛋白未发现变化。
表达下调的蛋白包括 ３ 种血小板骨架蛋白如凝溶胶蛋白

（Ｇｅｌｓｏｌｉｎ， ＧＳＮ）前体亚型，３ 种能量代谢及氧化应急相关蛋

白如二硫化物异构酶（ｐｒｏｔｅｉｎ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 ｉｓｏｍｅｒａｓｅ，ＰＤＩ）１ 型和

５ 种生存相关蛋白（Ｒｈｏ⁃ＧＤＰ 分离蛋白抑制剂 １ 型、ＨＳＰ６０⁃１
和 ４ 亚型等）；仅 ＧＡＰＤＨ、氯离子通道蛋白 １ 型蛋白表达上

调，结果提示细胞骨架、能量代谢、氧化应激和细胞生存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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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 ＡＳＰ 的治疗不同反应有关。 对患者的血浆进行相应

蛋白水平检测，发现同样的改变。 Ｆｌｏｙｄ 等［２２］ 探讨了健康人

群中 ＡＳＰ 抵抗的发生率及 ＡＳＰ 抵抗者 ＰＰｓ 是否存在差异。
９３ 例健康者口服 ＡＳＰ ３００ｍｇ ／ ｄ × ２８ ｄ。 花生四烯酸诱导血

小板聚集检测血小板抑制率，发现 ＡＳＰ 抵抗者 ２ 例。 ＰＰｓ 分

析发现基线健康者个体间蛋白质表达无明显差异；服 ＡＳＰ
后，ＡＳＰ 抵抗者 ＧｐⅢａ 表达上调；进一步对 １７ 例持续口服

ＡＳＰ（７５ｍｇ ／ ｄ）ＣＡＤ 患者进行分析，发现 ４ 例 ＡＳＰ 抵抗者 Ｇｐ
Ⅲａ 表达同样上调，结果表明 ＡＳＰ 抵抗与血小板 ＧｐⅢａ 表达

上调有关，ＧｐⅢａ 可作为一种诊断 ＡＳＰ 抵抗的生物学标志

物。 Ｖｏｌｐｉｄｅ 等［２３］报告服用氯吡格雷后 ＰＰｓ 的变化。 对 ２０
例行 ＰＣＩ 术的 ＣＡＤ 患者进行研究，分别采集 ＰＣＩ 前（Ｔ０），氯
吡格雷 ６００ｍｇ 口服后 １２ｈ（Ｔ１），ＰＣＩ 术后 ２４ｈ（Ｔ２）标本，血小

板聚集及流式细胞仪测定血小板功能，所有患者 Ｔ１ 和 Ｔ２ 期

获得有效抗血小板治疗效果。 但 ＰＰｓ 分析发现 ２４ 种差异表

达蛋白，主要涉及细胞骨架重构、能量代谢蛋白，氧化应激和

炎症反应蛋白。 ＭＳ 证实，膜联蛋白 Ａ５、肌球蛋白、肌钙蛋

白、蛋白质⁃Ｌ⁃异天门冬氨酸⁃Ｄ⁃天门冬氨酸⁃Ｏ⁃甲基转移酶、
α⁃可溶性 Ｎ⁃己基顺丁烯二酰亚胺⁃敏感因子附着蛋白质（ａｌ⁃
ｐｈａ⁃ｓｏｌｕｂｌｅ⁃Ｎ ⁃ｅｔｈｙｌｍａｌｅｉｍｉｄ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ｔｅｉｎ，α⁃ＳＮＡＰ）、磷酸化应激诱导蛋白 １（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ｈｏｓ⁃
ｐｈ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ＳＴＩＰ１）和前纤维蛋白 １（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１）有显著差异；
钙蛋白酶仅在氯吡格雷治疗或 ＰＣＩ 术前（Ｔ０）升高，该酶激活

参与血小板结构重塑、调节骨架蛋白与膜糖蛋白之间信号联

系，ＣＡＤ 存在血小板活化，因此 Ｔ０ 期高表达；氯吡格雷负荷

剂量服用后或 ＰＣＩ 术后，血小板活性被有效抑制而不再高表

达。 ＴＳＰ⁃１ 则 Ｔ１ 期表达减低，与其介导细胞间或细胞⁃基质

间的粘附功能一致，氯吡格雷负荷剂量有效抑制血小板活

性；α⁃ＳＮＡＰ 与血小板颗粒分泌有关， Ｔ１ 高于 Ｔ０，Ｔ２，提示氯

吡格雷负荷剂量抑制了血小板胞吐过程。 其次 ＳＴＩＰ１Ｔ１、Ｔ２
升高，Ｔ２ 更高；膜联蛋白 Ａ５ Ｔ１ 期表达升高；前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１ 在

氯吡格雷负荷剂量后表达消失，最近有研究表明在行 ＰＣＩ 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中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１ 表达消失与活化血小板大量释放到

血浆有关，并与心肌缺血时间成正相关［２４］ 。 结果表明，ＰＰｓ
变化与血小板活化以及氯吡格雷治疗反应密切相关。 Ａｚｃｏ⁃
ｎａ 等［２５］进一步比较 ＣＡＤ 合并 ２ 型糖尿病患者氯吡格雷 ＋
ＡＳＰ 双联抗血小板（双药）和 ＡＳＰ（单药）对 ＰＰｓ 的影响。 重

点研究与血小板功能或活化有关的细胞骨架、能量代谢，氧
化应激、炎症相关的蛋白。 ５７ 例患者，随机接受双药（２９ 例）
和单药（２８ 例）抗血小板治疗 １２ ± ２ 周，结果发现细胞骨架

蛋白中单药治疗组仅 ａｃｔｉｎ 结合蛋白 ２ 型和 ５ 型明显高于双

药组；双药组 Ｆ⁃ａｃｔｉｎ、盖帽蛋白、ＧＳＮ 亚型 ２ 和 ３ 表达低于单

药治疗组；而 α 微管蛋白高于单药治疗组，但均无统计学意

义。 能量代谢及应急蛋白中仅双药组 ＬＤＨ、Ｔｆ⁃４、ＰＤＩＡ３⁃１ 表

达低于单药治疗组；炎症蛋白中双药组纤维蛋白原 β 亚型

５、丙种球蛋白重链和 ＲＡＢ７Ｂ 亚型 １ 和 ６ 表达低于单药治疗

组。 两组间体内血小板激活标记血浆血小板 ４ 因子（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４，ＰＦ４）的水平没有明显差异。 双联抗血小板治疗超过

９ ～ １２ 个月，ＰＦ４ 与 ＡＳＰ 单用相比未见进一步下降，ＰＰｓ 的变

化也未出现最初预计的明显变化。 结果说明 ＣＡＤ 合并 ２ 型

糖尿病患者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仅有一小部分细胞骨架相关

蛋白、能量代谢、炎症和抗氧化系统的蛋白差异表达；长期加

入氯吡格雷治疗并不增加血小板抑制，提出从分子水平上考

虑，长期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临床获益需要重新评估。 最

近，Ｃａｒｕｓｏ 等［２６］研究了氯吡格雷抵抗（Ｃｌｏｐｉｄｏｇｒｅ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Ｒ）的 ＰＰｓ 变化，２９ 例 ＡＣＳ 患者接受 ＡＳＰ ＋氯吡格雷双联抗

血小板治疗，ＣＲ 采用 ＡＤＰ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 ＞ ７０％ ）判
断。 ８ 例患者（２８％ ）出现 ＣＲ。 对其中 １２ 例患者（６ 例 ＣＲ，６
例有效患者），氯吡格雷 ６００ｍｇ 负荷剂量后 ２４ｈ 进行 ＰＰｓ 分

析，结果发现 ７４ 种差异表达蛋白，其中细胞骨架 ３６％ ，氧化

应激 ２６％ ，能量代谢 １４％ ，凝血及补体 １２％ ，其他 １１％ ，炎症

１％ ，应用 ＭａｒｋｅｒＶｉｅｗ 软件分析发现两组间有 ３ 种蛋白表达

差异 明 显， ＣＤ２２６、 过 氧 化 物 还 原 酶⁃４ （ ｐｅｒｏｘｉｒｅｄｏｘｉｎ⁃４，
ＰＲＤＸ４）和 Ｔｆ。 ＣＲ 患者，与粘附有关的 ＣＤ２２６、参与氧自由

基形成的 Ｔｆ 表达上调，而在抗氧化中起关键作用的 ＰＲＤＸ４
表达下调，结果提示氧化应激、粘附分子等可能与氯吡格雷

抵抗有关。
氯吡格雷或 ＡＳＰ 单用或两药联用，血小板细胞骨架相关

蛋白、能量代谢、炎症和抗氧化系统的蛋白差异表达不一，如
何将不同蛋白表达与临床药物疗效关联并指导临床个体化

治疗，还需今后大样本深入研究。
３． 结语　 通过对冠心病发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抗血小板

药物治疗的血小板蛋白质谱的动态观察，血小板蛋白组学在

心血管疾病研究领域的应用已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已有的研

究结果对发现疾病不同时期标志物，探讨疾病的发生机制、
指导个体化治疗及挖掘新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其仍

然面临挑战，研究样本偏小、血小板制备方法尚需标准化、蛋
白组相对局限并仅限于表达谱筛选和鉴定等。 今后的研究

将重点优化定量蛋白质组学研究方法、扩大样本量研究及后

续相关蛋白的功能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 ＰＰｓ、更多

的药物机制及疾病机制将被逐步揭开并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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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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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是个别的，而共同用单位只能是 １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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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血小板体积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相关性
的研究进展

郭亚妮　 杜玲玲　 高 燕　 瞿华茹

　 　 ［关键词］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平均血小板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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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是
临床上常见的严重冠心病类型，是指在各种危险因子作用下

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稳定性下降、破裂和血栓形成，引起冠状

动脉血管腔急性部分或完全阻塞，导致病变血管供应区域心

肌细胞发生急性缺血缺氧性损伤、坏死。 血小板和炎症在动

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中起重要作用，对 ＡＣＳ 的发生均有促

进作用。 平均血小板体积（ｍ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ＭＰＶ）作为

反映血小板活化状态的生物学指标，与 ＡＣＳ 的相关性一直是

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本文就近年来国内外平均血小板体积

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相关性进行了归纳。
１． 概述

ＭＰＶ 是指单个血小板的平均体积，正常值的参考范围为

７ ～ １１ｆＬ，常作为测量血小板大小的指标［１］ 。 一般情况下，血
管表面覆盖着一层完整的内皮细胞，不与血小板发生病理反

应，血小板通常以静止圆盘状存在于血液循环中，当内皮细

胞的完整性被破坏，局部破损斑块处的血小板被激活，被激

活的血小板由圆盘状转变为矛状，从而出现伪足，体积随之

增大，ＭＰＶ 也增高。 大血小板较小血小板每单位体积能分泌

更多的血栓素 Ａ２ 和 Ｂ２，表达更多的Ⅱｂ／ Ⅲａ 糖蛋白受体、Ｐ
选择素，因此具有更强的代谢活性和酶促反应活性［２］ 。 较大

体积的血小板包含更多的 α 颗粒，其能够释放更多的血小板

因子 ４、趋化因子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等，这些加重了炎症

和内皮功能紊乱，使血小板具有更强的致血栓形成能力。
２． 平均血小板体积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１）ＭＰＶ 在 ＡＣＳ 的早期预警及诊断中的价值　 ＭＰＶ 对

ＡＣＳ 的早期诊断具有预测意义。 Ｃｈｕ 等［３］ 对 ２８２ 例出现胸

痛 ４ｈ 内的急诊科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发现，ＡＣＳ 组平均血

小板体积值显著高于非 ＡＣＳ 组［（１０ ８ ± ０ ８６） ｖｓ． （９ ８ ±

０ ７６）ｆＬ，Ｐ ＜ ０ ００１］，急性心肌梗死（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
ｔｉｏｎ， ＡＭＩ）患者平均血小板体积值高于不稳定性心绞痛（ｕ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ｇｉｎａ ｐｅｃｔｏｒｉｓ，ＵＡＰ）患者［（１１ ０ ± ０ ７９） ｖｓ． （１０ ６ ±
０ ８７）ｆＬ，Ｐ ＝ ０ ０２７］，提出平均血小板体积是 ＡＣＳ 早期独立

的预测因素（ＯＲ：８ ８６６）。 用受试者工作曲线（ＲＯＣ 曲线）下
面积计算平均血小板体积预测 ＡＣＳ 的准确性为 ０ ８００（９５％
ＣＩ：０ ７３６ ～ ０ ８６４），平均血小板体积在 １０ ３５ｆｌ 时，其敏感性

为 ７８ ３％ ，特异性为 ７４ ６％ 。 苏丹［４］ 通过研究 ８３ 例发病

１２ｈ 内 ＡＣＳ 患者血小板参数变化发现，发病 １２ｈ 内 ＡＣＳ 组的

ＭＰＶ 显著高于对照组［（１１ ８８ ± １ ２４） ｖｓ． （１０ ７３ ± １ ０８）ｆＬ，
Ｐ ＜ ０ ００１］，ＡＣＳ 患者 ＭＰＶ 在发病 ３ｈ 内已迅速升至较高值，
在 ＡＣＳ 早期病程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并于发病 ９ｈ 后失去

对 ＡＣＳ 的预测意义。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 ＭＰＶ 是 ＡＣＳ 患

者早期辅助诊断指标（ＯＲ：２ ２８８，９５％ ＣＩ：１ ０４９ ～ ４ ４５７，Ｐ ＜
０ ０５），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为 ０ ７５４（９５％ ＣＩ：０ ６７４ ～ ０ ８３４），最
佳临界值为 １１ ０５ｆＬ（灵敏度 ７１ １％ ，特异度 ６２ ５％ ）。 ＭＰＶ
对 ＡＣＳ 的诊断效力仅低于肌钙蛋白而高于肌酸激酶、肌酸激

酶同工酶和乳酸脱氢酶。
此外，ＭＰＶ 对 ＡＣＳ 的危险分层及冠状动脉严重程度均

具有重要价值。 黎鹏等［５］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 ＭＰＶ 是

ＡＭＩ 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１ １０６，９５％ ＣＩ：１ ００３ ～ １ ２１２，Ｐ ＜
０ ０５）。 Ｏｚｌｕ 等［６］对土耳其 ７９ 例非 ＳＴ 段抬高性 ＡＣＳ（ｎｏｎ⁃
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ＳＴＥ⁃ＡＣＳ）年轻

患者（年龄 ＜ ４５ 岁）进行回顾分析后认为，增加的 ＭＰＶ 确定

是 ＮＳＴＥ⁃ＡＣＳ 的独立预测因素。 任洁等［７］研究显示，ＭＰＶ 与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ｒ ＝ ０ ２１１，Ｐ ＜ ０ ０５）、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ｒ ＝
０ ２１９，Ｐ ＜ ０ ０５）呈正相关。

（２）平均血小板体积在指导和评价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治疗效果中的价值

１）ＭＰＶ 与溶栓后再灌注不足　 入院 ＭＰＶ 水平与 ＳＴ 段

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 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ＭＩ）患者溶栓治疗后梗死相关冠状动脉的血流

灌注显著相关。 Ｏｚｇｕｒ 等［８］研究了发病 １２ｈ 内进行溶栓治疗

的 ２３２ 例 ＳＴＥＭＩ 患者，结果显示心肌灌注不良者（ＳＴ 段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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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ＭＰＶ 水平显著高于灌注良好者（ＳＴ 段回落 ＞ ５０％ ）
［（９ ９ ± １ ３） ｖｓ． （８ ５ ± １ １），Ｐ ＜ ０ ００１］。 ＲＯＣ 曲线分析

ＭＰＶ 预测心肌灌注不良的曲线下面积为 ０ ７６（９５％ ＣＩ：０ ７０
～ ０ ８３ ）， 最 佳 临 界 值 为 ９ ３ （ 灵 敏 度 ６６ ７％ ， 特 异 度

７７ ９％ ）。 Ｖａｒａｓｔｅｈ 等［９］研究了 ２８０ 例经链激酶溶栓治疗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结果发现，ＭＰＶ 在灌注不良（ＳＴ 段回落 ＜ ７０％ ）
的患者高于灌注良好（ＳＴ 段回落 ＞ ７０％ ）的患者［（１０ ６ ±
０ ８） ｖｓ． （９ ５ ± ０ ８）ｆＬ，Ｐ ＝ ０ ００］，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为 ０ ８０４
（９５％ ＣＩ：０ ７４９ ～ ０ ８５９），最佳临界值为 １０ ０５ｆＬ （灵敏度

７１ ８％ ，特异度 ８０ ９％ ）。 可见，ＭＰＶ 能预测溶栓治疗后心

肌灌注不良的发生。
２）平均血小板体积与冠状动脉侧支循环（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ｏ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ＣＣ）　 冠状动脉侧支循环血管出现在心肌

局部缺血时，能够减弱心肌缺血程度，冠状动脉侧支循环血

管在 ＡＣＳ 时对存活心肌具有保护作用，使心肌梗死面积最小

化，降低室壁瘤、心力衰竭、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 张丽萍

等［１０］研究显示：ＣＣＣ 形成组 ＭＰＶ 水平明显高于 ＣＣＣ 未形成

组［（１４ ６６ ± ０ ９５） ｖｓ． （１３ ７９ ± １ ０１）ｆＬ，Ｐ ＜ ０ ００１］，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ＭＰＶ 是 ＣＣＣ 未形成的独立影响

因素（ＯＲ ＝ ２ ９６６，９５％ ＣＩ：２ ０７２ ～ ４ ２４４，Ｐ ＜ ０ ００１），ＲＯＣ
曲线分析 ＭＰＶ 预测 ＣＣＣ 未形成的准确性为 ０ ７３９（９５％ ＣＩ：
０ ６９７ ～ ０ ７８１ ）， 其最佳界值为 １３ ４５ｆＬ， 诊断敏感度为

９９ ３％ ，诊断特异度为 ４４ ７％ 。 Ｄｕｒａｎ［１１］和 Ｅｇｅ 等［１２］也研究

显示高 ＭＰＶ 与侧支循环的存在显著相关。
３）ＭＰＶ 与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ＣＩ）术后无复流　 张晓曼［１３］研究了 １１２ 例进行急

诊 ＰＣＩ 术的 ＳＴＥＭＩ 患者，结果显示无复流组患者入院时

ＭＰＶ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血流组［（１１ ８３ ± １ ２２） ｖｓ． （１０ １６
± １ ２１）ｆＬ，Ｐ ＜ ０ 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ＭＰＶ 是 ＰＣＩ 术
后无复流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 ＝ ５ ９３，Ｐ ＝ ０ ０００）。 牛小

伟［１４］与 Ｃｅｌｉｋ［１５］都证实了这一点。 Ｓａｒｌｉ 等［１６］ 研究显示 ＰＣＩ
术后灌注不良组患者入院时 ＭＰＶ 水平显著高于灌注正常组

［（１０ ５ ± １ ３） ｖｓ． （９ １ ± １ ０） ｆＬ，Ｐ ＜ ０ ００１］，线性相关回归

分析显示 ＭＰＶ 与 ＰＣＩ 术后心肌灌注呈色分级呈正相关（ ｒ ＝
０ ５９８，Ｐ ＜ ０ ００１）。 许文亮等［１７］ 研究了 ２００ 例 ＳＴＥＭＩ 患者

ＭＰＶ 与 ＰＰＣＩ 术 （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ＰＣＩ）后梗死相关动脉（ ｉｎｆａｒｃ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ｒｔｅｒｙ，ＩＲＡ）血流的关

系，结果显示 ＭＰＶ 于 ＩＲＡ 无自发性开通组显著高于自发性

开通组，ＰＰＣＩ 术后非 ＴＩＭＩ Ⅲ级血流组高于 ＴＩＭＩ Ⅲ级血流

组，提示高活性血小板在维持 ＩＲＡ 持续闭塞中发挥关键

作用。
（３）平均血小板体积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预后中的

意义

ＭＰＶ 值越高，ＡＣＳ 患者预后越差，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ＭＡＣＥ）的发生率显著增

加。 韩良富［１８］随访了 ３１２ 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研究发现

ＭＰＶ 与患者 １ 年内死亡率显著相关（ ｒ ＝ ０ ３０，Ｐ ＝ ０ ０２）。 彭

瑜等［１９］通过随访 １ ４２５ 例行 ＰＣＩ 术的 ＡＣＳ 患者发现，术前高

ＭＰＶ 是 ＡＣＳ 患者 １２ 个月 ＭＡＣＥ 的独立预测因素（ＯＲ：１ ４６，
９５％ ＣＩ：１ ０６ ～ ２ ０１，Ｐ ＜ ０ ０５）。 一项韩国的队列研究［２０］ 针

对 ５３９ 例行 ＰＣＩ 的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发现，ＭＰＶ≥８ ５５ｆｌ 是
ＡＣＳ 患者 ＰＣＩ 术后心源性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 Ｔｅｋｂａｓ
等［２１］对 ４２９ 例 ＡＭＩ 患者进行分析发现，高平均血小板体积

值在 ＳＴＥＭＩ 患者住院期间死亡风险增加了 ３ １ 倍 （Ｐ ＜
０ ００１），高平均血小板体积值与 ＡＭＩ 患者 ２ 年病死率独立相

关。 李月平等［２２］研究了 ２３６ 例无糖尿病、不肥胖的非 ＳＴ 段

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 ＭＰＶ 与胰岛素抵抗（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的相关性，结果 ＭＰＶ 在胰岛素抵抗患者明显

增加，ＭＰＶ 与稳态胰岛素评价指数（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ＨＯＭＡ⁃ＩＲ）（ ｒ ＝ ０ ３５，Ｐ ＜ ０ ００１）、胰岛

素水平（ ｒ ＝ ０ ３７，Ｐ ＜ ０ ００１）、Ｃ⁃肽 （ ｒ ＝ ０ ２７，Ｐ ＜ ０ ００１）呈正

相关，提示与胰岛素敏感的患者相比，胰岛素抵抗的 ＡＣＳ 患

者可能具有高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和不良预后，应该采取更

加积极的抗血小板策略减少血小板激活。
此外研究显示，在 ＮＳＴＥＭＩ 患者中，发生前降支梗塞的

患者 ＭＰＶ 低于回旋支和右冠梗塞的患者，ＭＰＶ 是发生前降

支梗塞的独立预测因子［２３］ 。 ＭＰＶ 与 ＳＴＥＭＩ 患者梗死后心

肌坏死面积及微循环闭塞显著相关［２４］ 。 Ｔｅｋｂａｓ 等［２５］ 研究

显示 ＡＣＳ 后 ６ 个月测量的 ＭＰＶ 可以预测 ２ 年内的再梗及死

亡风险。 既往研究表明 ＳＴＥＭＩ 的住院病死率高于 ＮＳＴＥＭＩ，
而一年死亡率 ＮＳＴＥＭＩ 高于 ＳＴＥＭＩ［２６］ 。 Ｃｈｕ 等［２７］ 研究发现

高 ＭＰＶ 组的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显著升高。 因此可见，高
ＭＰＶ 与 ＡＣＳ 患者不良预后有关，ＭＰＶ 可作为判断 ＡＣＳ 预后

的生物学指标。
ＭＰＶ 在临床中检测方便，费用低廉，容易获得，且结果稳

定，易于观察，对指导 ＡＣＳ 的诊断极具潜力，对于评估 ＡＣＳ
患者预后具有更为强大的前瞻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

为深入的研究 ＭＰＶ 在 ＡＣＳ 发生、发展及预后中的作用机制，
探索 ＭＰＶ 的影响因素，指导临床对 ＡＣＳ 的预防、诊断、治疗

及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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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生长因子在临床疾病相关作用
的研究进展

刘思华　 张 军

　 　 ［关键词］ 　 胎盘生长因子；子痫前期；肿瘤；心血管疾病；血管生成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５０６２（２０１６）１１⁃９１４⁃０５

　 　 胎盘生长因子（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ＬＧＦ）属于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家族一种［１］ ，主要存在于胎盘、心脏和肺脏。
近年来其一直成为多学科研究热点，在促进血管生成，调节

滋养细胞功能，加快缺血疾病进程及促进肿瘤生长等方面的

发病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就 ＰＬＧＦ 在临床疾病相关作用

研究以予综述。
１． 胎盘生长因子的理化特性

ＰＬＧＦ 属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家族一种，ＰＬＧＦ 为一种分泌型同型二聚体糖

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 ２９ × １０３，最初于 １９９１ 年在人类的胎

盘 ｃＤＮＡ 中发现［１］ ，人类的 ＰＬＧＦ 基因位于 １４ｑ２４⁃ｑ３１，由于

转录的 ｍＲＮＡ 的剪切方式不同，形成 ＰＬＧＦ⁃ １、ＰＬＧＦ⁃ ２、ＰＬ⁃
ＧＦ⁃ ３、ＰＬＧＦ⁃ ４ 四种不同的异构体［２⁃４］ 。 其中 ＰＬＧＦ⁃ ２ 和

Ｐ１ＧＦ⁃ ４ 具有较强的与肝素结合的能力，主要与细胞膜、基底

膜或细胞外基质肝素结合。 ＰＬＧＦ⁃ １ 含有 １３１ 个氨基酸残基

是由 １，２，３，４，５ 及 ７ 号外显子编码表达，ＰＬＧＦ⁃ ２ 含有 １５２
个氨基酸残基，由 １ ～ ７ 号外显子编码，相比 ＰＬＧＦ⁃ １ 多第 ６
号外显子，而第 ６ 号外显子具有 ６３ｂｐ 的编码序列，使之具有

肝素结合区。 ＰＬＧＦ⁃ ３ 含有 １８３ 个氨基酸残基，除有 ＰＬＧＦ⁃ １
的 ６ 个外显子外，在 ４ 和 ５ 号外显子之间还插有 ２１６ｂｐ 的编

码序列，ＰＬＧＦ⁃４ 除了含有与 ＰＬＧＦ３ 同样序列外，还增加有

ＰＬＧＦ⁃２ 所具有的第 ６ 外显子，编码肝素结合区［５］ （图 １）。 生

理情况下 ＰＬＧＦ 在胎盘表达丰富，正常人肺、心脏和甲状腺中

也有低水平地表达，而在病理条件下，表达 ＰＬＧＦ 的细胞类型

有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角蛋白细胞、造血干细胞、视
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以及不同肿瘤细胞［６］ 。 ＰＬＧＦ 是一种多效

细胞因子，能够刺激内皮细胞生长、迁移、生存，趋化血管感

受态巨噬细胞和骨髓祖细胞，决定转移微环境［７］ 。
２． 胎盘生长因子的受体

图 １　 ＰＬＧＦ 编码肝素结合区

ＰＬＧＦ 在体内可由多种间质细胞合成、分泌，除在胎盘表

达外，在心、肺、甲状腺、骨骼肌等脏器和血管的内皮细胞、血
管平滑肌细胞及骨髓细胞等细胞也有表达，但是以无活性的

前体形式分泌出来，需通过特异性结合受体后发挥生物学活

性。 大多数特异性的受体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受体

１，即 ＶＥＧＦＲ⁃ １ ／ ｓ⁃Ｆｌｔ⁃１。 ＶＥＧＦＲ⁃１ 具有很强的生物学活性，
同其配体结合后可介导内皮细胞和基质细胞的作用，也可以

影响内皮细胞的分化成熟［８］ 。 ＶＥＧＦＲ⁃１ 受体可分为模性及

可溶性这两种形式，膜受体是一个同聚酪氨酸激酶受体，其
主要表达于血管内皮细胞和滋养细胞，在血管平滑肌细胞、
单核细胞中等可有低表达，在许多疾病以及一些肿瘤细胞中

其表达上调［９］ 。 可溶性 ＶＥＧＦＲ⁃１ 受体，是细胞外基质的组

成部分，该受体可引起血管内皮细胞粘附和迁移，在血管生

成中发挥独特的作用［１０］ 。 同时可溶性受体与 ＶＥＧＦ 及 ＰＬＧＦ
具有高度亲和力，因其 Ｃ 端含有特殊的 ３１ 序列扩展区。 最

近研究发现 ＰＩＧＦ⁃ ２ 也与 ｎｅｕｒｏｐｉｌｉｎ⁃１ 受体（ＮＲＰ⁃ １）、ｎｅｕｒｏｐｉ⁃
ｌｉｎ⁃ ２ 受体（ＮＲＰ⁃２）结合参加血管生成（图 ２），ＮＰＲ 受体是一

跨膜的非酪氨酸激酶受体，属于 Ｎｅｕｒｏｐｉｌｉｎ ／ ｓｅｍａｐｈｏｒｉｎ 家

族［１１］ ，具有调节神经导向作用，其胞内段比较短，缺少具有

酪氨酸激酶胞内区，这意味着该受体不具有独立功能，需要

和其他受体共同起作用，这也与临床相关疾病的发生有着密

切的联系。
３． 胎盘生长因子在临床疾病的研究

（１）胎盘生长因子在子痫前期的作用 　 子痫前期（ｐｒｅ⁃
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ＰＥ）是妊娠特有的一种高血压疾病，是同一种疾病

的不同严重程度，多发生于妊娠 ２０ 周以后出现高血压［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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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ＮＲＰ⁃２ 受体血管生成图

压 ＞ １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ｋＰａ）和或舒张压 ＞ ９０ｍｍＨｇ］
和伴蛋白尿≥０ ３ｇ ／ ２４ｈ，或随机蛋白尿（ ＋ ）的临床表现，随
着病程的进展部分患者都发生脑部血管痉挛和脑水肿、肾衰

竭、肝功能受损等多系统的损伤，严重者发生癫痫［１２］ 。 ＰＥ
严重威胁母婴健康，发病率为 ５％ ～ １２％ ［１３］ 。 ＰＥ 的发病受

多种因素影响，迄今为止，国内外对 ＰＥ 的发病机制尚未有确

切的定论。 胎盘浅表着床（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缺陷胎

盘（ｄｅｆｅｃｔ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机制和子宫螺旋动脉重铸障碍［１４⁃１５］ ，是目

前较为公认的机制。 ＰＬＧＦ 有增强低浓度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的生物学活性的能力，正常妊娠中，随着胎盘滋养细胞的发

育而改变。 妊娠期 ＰＬＧＦ 表达逐步增加促进滋养细胞增殖

与分化，诱导内皮细胞增殖、迁移、抗内皮细胞凋亡，增加血

管通透性，保证胎盘血管网络的充分形成。 妊娠期如胎盘处

于相对缺氧的环境时会产生一些竞争性或抑制性物质如胱

硫醚⁃γ⁃裂解酶（ ｃｙｓｔａｔｈｉｏｎｉｎｅ—ｌｙａｓｅ，ＣＳＥ）、二氧化硫（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Ｈ２Ｓ）、一氧化碳（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ＣＯ）等物质抑制了胎

盘分泌 ＰＬＧＦ 的通路，胎盘会发生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如子

宫螺旋动脉的功能障碍，滋养细胞的发育不良等都会导致孕

期 ＰＬＧＦ 的下降［１５⁃１７］

目前，许多研究者在临床上探求 ＰＬＧＦ 与 ＰＥ 的关系进

行了不同的回顾性和前瞻性实验，发现正常孕妇 ＰＬＧＦ 的值

与 ＰＥ 病人的值存在差异。 许多研究者在临床上探求 ＰＬＧＦ
与 ＰＥ 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前瞻性研究，发现孕妇血清中 ＰＬＧＦ
水平降低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相关。 Ｒｏｍｅｒｏ 等发

现［１８⁃ １９］ ，子痫前期患者 ＰＬＧＦ 水平与正常妊娠孕妇相比呈下

降趋势，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轻度子痫前期和重度子痫前期

患者血清 ＰＩＧＦ 值都低于同期正常妊娠的水平［２１⁃２３］ 。 Ｔｉｄｗｅｌｌ
等［２４］ 研究发现，妊娠早期或早中妊娠期最佳分界值 ＰＬ⁃
ＧＦ３２ｐｇ ／ ｍＬ，妊娠中期最佳分界值 ＰＬＧＦ９０ｐｇ ／ ｍＬ。 妊娠早期

ＰＬＧＦ ３２ｐｇ ／ ｍＬ 的孕妇 １２ 例中，发生子痫前期 ７ 例， 预测子

痫前期的敏感性为 ８７ ５ ％ ，特异性 ９７ ６ ％ 。 预测孕早期子

痫前期的敏感性为 ８７ ５ ％ ，特异性 ９７ ６ ％ ，孕 ２０ 周时 ＰＬ⁃
ＧＦ２４０ｐｇ ／ ｍｌ 的孕妇 １８ 例中，发生子痫前期的 ６ 例。 孕中期

预测子痫前期的敏感性为 ７５ ０％ ，特异性为 ９４ ２％ 。 此表

明 ＰＬＧＦ 越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情越严重。 研究的 ＰＬＧＦ
相对其他检测因子在 ３５ 周之前预测孕妇发生子痫前期的价

值高，其发现孕妇血清中的 ＰＬＧＦ 的低表达容易发生子痫前

期或者在 １４ｄ 内将发生子痫［２５ ⁃ ２６］ 。 尽管如此近期国内外研

究者发现，ＰＬＧＦ 联合其他指标对于早发型先兆子痫的预测

更有意义。 Ｌｏｒｅｎｚｏ 等［２７］ 的研究发现，联合孕妇慢性高血压

史及其血清中 β⁃ 人绒毛膜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 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 ｇｏｎａ⁃
ｄｏｔｒｏｐｉｎ，β⁃ＨＣＧ），ＰＬＧＦ 水平，在假阳性率分别为 １０％ 和

５％ 时，可分别检出 ７５％和 ６７％的早发型子痫患者。 Ａｕｄｉｂ⁃
ｅｒｔ 等［２８］研究发现，联合临床表现以及早期血清学指标、妊娠

相关性血浆蛋白 Ａ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ＡＰ⁃
ＰＡ）、抑制素 Ａ 和 ＰＬＧＦ，在 １０％ 假阳性率下，可检出 ７５％
的早发型先兆子痫。 Ｌａｐａｉｒｅ 等［２９］ 也发现，子宫动脉多普勒

与 ＰＬＧＦ 联用对早发型先兆子痫的预测，灵敏度和特异性分

别可达 ８９ ５％和 ９５％ ，与 ｓ⁃Ｆｌｔ⁃１ ／ ＰＬＧＦ 联用对早发型先兆

子痫的检出率也明显增高，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８３％ 和

９５％ 。 也有学者肯定其在晚发性先兆子痫中的作用，Ｙｏｕｓｓｅｆ
等［３０］研究了早孕期的孕妇血清中 ＰＬＧＦ， 受体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１ （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ｓ⁃Ｆｌｔ⁃１）
以及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ｇｅｌａｔｉ⁃
ｎａ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ｉｐｏｃａｌｉｎ，ＮＧＡＬ）的水平对晚发型先兆子痫的

预测作用，结果发现，此三项指标联合筛查在 １０％ 的假阳性

率下可检出 ７７％的晚发型先兆子痫。 虽然大部分学者的研

究认为 ＰＬＧＦ 联合其他指标对于先兆子痫的预测具有一定

的临床应用价值，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结论，ＭｃＥｌｒａｔｈ
等［３１］的研究结果显示，妊娠早期对于先兆子痫的预测，ＰＬＧＦ
和 ｓ⁃Ｆｌｔ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５５％ 、４３％ 和 ５７％ 、４０％ ，
妊娠晚期 ＰＬＧＦ、ｓ⁃Ｆｌｔ⁃１ 对先兆子痫的阳性预测值只有 １０％ ，
而从整个妊娠期来说，两者的阴性预测值均 ＞ ９０％ ，所以他

们认为，ＰＬＧＦ 和 ｓ⁃Ｆｌｔ⁃１ 对于先兆子痫的预测价值不大。 研

究者之间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能与筛查所选择的组合

模式不同以及研究的病例数有限有关。 因此，ＰＬＧＦ 在预测

及治疗子痫前期有着很大的作用，但仍需要大量临床数据给

与论证支持 ＰＬＧＦ 在预测子痫前期的作用。
（２）胎盘生长因子在癌症中的应用　 肿瘤的生长必须有

血液供应，血管生成在肿瘤生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血管的生成，当肿瘤达到一定体积时就因为缺氧而

停止生长［３２］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 在诱导血管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ＰＬＧＦ 是

ＶＥＧＦ 家族中重要成员，ＰＬＧＦ 及其 ｓ⁃Ｆｌｔ⁃１ 是调节肿瘤新血

管生成的关键因子，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ＰＬＧＦ
在胎盘中高表达，生理状态下血管内皮细胞少量表达，而病

理状态下如肿瘤发生时如胃癌，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乳腺

癌等［３３⁃３４］ ＰＬＧＦ 则明显上调，其表达水平与肿瘤血管生成呈

正相关。 Ｃａｒｍｅｄｌｉｅｔ 等［３５］通过原位杂交技术基础研究发现，
纤维肉瘤细胞肿瘤大小和血管化程度与 ＰＬＧＦ 呈正比关系。
Ｔａｋａｍｕｒａ 等［３６］研究发现，在原发肝癌组织中 ＰＬＧＦ 远大于正

常肝组织。 研究［３７］ 发现，在鳞状细胞肿瘤的患者中如宫颈

癌，ＰＬＧＦ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高于癌前病变组织。 ＰＬＧＦ 可以刺

激血管源细胞形成新血管，还能刺激间质细胞和巨噬细胞分

泌血管生成因子，同时 ＰＬＧＦ 可以直接作用于癌细胞，使树

突细胞损伤，进而促进肿瘤的生长，ＰＬＧＦ 可以刺激骨髓中血

管生成祖细胞转移向肿瘤病灶。 ＰＬＧＦ 抗体不仅可以阻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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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的生成，还可以刺激已生成血管的退化。 有研究发现

ＰＬＧＦ 抗体对 ＶＥＧＦ 介导的血管发生没有任何作用，但会抑

制原位和异位的肿瘤模型及肿瘤的淋巴转移，同时这种抗体

也并不能使表达的 ＰＩＧＦ 失去活性［３８］ 炎症因子在肿瘤微环

境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炎症反应影响肿瘤发展的速度和愈后

的复发［３９］ ，ＰＬＧＦ 可以促进炎性血管的生成，抑制抑制 ＰＩＧＦ
的生物活性，在炎症控制方面起很重要的作用。 也有研究发

现， 某些肿瘤与 ＰＬＧＦ 无关或负相关， 如卵巢癌、甲状腺癌

等。 可见， 由于组织类型和生长部位的不同， 不同肿瘤的血

管形成机制也非千篇一律。 但可以肯定， ＰＬＧＦ 是参与多种

肿瘤血管生成的重要促血管生成因子之一。 然而并不是所

有癌症的都有 ＰＬＧＦ 表达上升［４０］ ，如甲状腺肿瘤中 ＰＬＧＦ 表

达下降，这可能由于 ＰＬＧＦ 表达通路的异常。 根据 ＰＬＧＦ 在

肿瘤中相关生物学功能，在研究 ＰＬＧＦ 在肿瘤等病理性血管

生成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化疗联合应用抗血管生成治疗肿瘤

扩散方案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应用 ＰＬＧＦ 可以提高某些化疗

药物的抗癌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细胞毒性物质会诱导 ＰＩＧＦ
的表达，但是机制还没有阐明，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３）胎盘生长因子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

心血管系统疾病包括急性心血管疾病和慢性心血管疾

病，急性心肌梗死在急性心血管疾病中较为常见，其病理过

程涉及损伤、炎症、渗出、变性和血栓形成，内皮细胞损伤是

其病理及生理基础，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是动脉管壁慢性炎

症反应的过程和结果［４１］ 。 ＰＬＧＦ 是内皮血管生长因子家族

一员，能够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诱导内皮细胞和单核

细胞表面粘附因子促进单核细胞循环及骨髓干细胞的募集，
在病理状态下血管生成中期重要作用，如缺血组织中促进毛

细血管和侧支循环的形成及心肌再生［４２］ 。 临床研究表明，
ＰＬＧＦ 在急性心肌梗死后左心室功能恢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 ＰＬＧＦ 有强大的促血管生成作用，能使梗死灶及梗死灶

边缘直接的血管生成作用，梗死后的血管内皮是 ＰＬＧＦ 生成

的主要部位，急性心肌梗死发生 ２４ｈ 内血浆 ＰＬＧＦ 开始升高，
７２ｈ 达到高峰［４３］ 。 ＰＬＧＦ 还可能通过诱导内皮和单核细胞表

面生成黏附分子促进循环单核和骨髓干细胞归募到受损心

肌区域加速创伤愈合［４４］ 。 而且 ＰＬＧＦ ｍＲＮＡ 的表达水平受

心肌缺血时间和程度的影响． Ｈｅｅｓｃｈｅｎ 等［４５］研究发现，ＰＬＧＦ
水平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出现心血管事件时明显升

高，ＰＬＧＦ 水平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高危因素成正

比。 虽有研究提示 ＰＬＧＦ 水平可以反映冠状动脉病变的程度

和范围，但 ＰＬＧＦ 水平在早发冠心病患者中的预后价值尚需

进一步研究。
（４）胎盘生长因子与炎症的关系　 研究发现，ＰＬＧＦ 在炎

症反应中发挥这重要作用，在某些疾病的病理血管新生中

ＰＬＧＦ 表达趋向正调节，血管新生是许多炎性反应的主要特

征，而 ＰＬＧＦ 有刺激内皮细胞的生长和迁移，增加通透性的作

用。 导致单核细胞激活、趋化、参与炎性反应，在炎性组织

中，ＰＬＧＦ 表达上调诱导不同炎性细胞浸润至炎症部位，如类

风湿关节炎、银屑病、皮肤的迟发型变态反应等。 Ｂｏｔｔｏｍｌｅｙ

等［４６］发现，在关节炎患者的关节滑液中检测出 ＰＬＧＦ，并且

是由 ＶＥＧＦ 产生增加导致 ＰＬＧＦ 的上调导致的，同时研究发

现抑制 ＰＬＧＦ 可减缓炎症血管的增生。 Ｋｈｕｒａｎａ 等［４７］ 发现，
ＰＬＧＦ 能促进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趋化性聚集，并诱导其

产生组织因子，促发炎性反应，上调 ＶＥＧＦ 的产生，促进内皮

细胞的增生分化，从而使血管内膜增厚。 研究同时发现 ＰＬ⁃
ＧＦ 表达缺陷小鼠的研究发现，和野生型小鼠相比， ＰＬＧＦ 缺

陷小鼠在皮肤伤口愈合延迟， 股动脉结扎后侧支血管生成

能力下降，血管渗透性下降和巨噬细胞趋化减少［４８⁃４９］ 。 进一

步证明了 ＰＬＧＦ 在诱导单核细胞激活、趋化、参与炎性反应

有着重要的作用。
４． 总结与展望

本篇综述概述了 ＰＬＧＦ 在临床疾病的相关研究，由于人

类中不同临床疾病病理类型的不同 ＰＬＧＦ 表达也存在的差

异。 ＰＬＧＦ 表达水平影响胎盘滋养细胞增殖、分化、血管的生

成、诱导不同炎性细胞浸润至炎症部位等功能。 综上所述，
ＰＬＧＦ 与妊娠、炎症反应、心血管疾病、肿瘤等都有着密切的

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预测临床疾病的血清学指标。 近

年来相关研究报告 ＰＬＧＦ 与其他不良疾病的关系也逐渐被

众多研究者所发现，如近期已有国外学者报道，孕妇体内 ＰＬ⁃
ＧＦ 水平与胎儿先心病相关等［４９］ 。 但是对于其在各方面的

临床应用，目前大多还处于研究阶段，而且还没有形成一致

确定的结论，所以这还有待大样本的病例研究和合理的统计

学分析方法。 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ＰＬＧＦ 终将

会为妊娠相关疾病的辅助诊断和指导临床监测治疗贡献应

有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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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论文中常见统计学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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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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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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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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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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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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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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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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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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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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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统计学意义或回归方程中有很多无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就依据这样的回归方程去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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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类药物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研究进展

李 曼　 于 波

　 　 ［关键词］ 　 动脉粥样硬化；他汀类；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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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是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１］ 。 其

中最重要的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其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Ａｓ），表现为动脉内膜下脂质和胆固醇聚集和大中动脉血管

壁纤维化斑块的进展性慢性炎症［２］ 。 以往的观念认为，Ａｓ
病变的进展是不可逆转的，现经过多年研究证明 Ａｓ 的逆转

是一个协调性的过程，主要涉及影响脂质外流的因素，并发

现降低 Ａｓ 斑块中的脂质成分可以直接导致巨噬细胞向外移

动并减少斑块体积［３］ 。 在 Ａｓ 斑块进展期间，尤其是充满脂

质的斑块，会发生斑块破裂引起血管表面完整性被破坏，斑
块破裂被认为是引起大多数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
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的发生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斑块破裂

往往由于周围斑块纤维帽胶原的抗拉强度降低引起的，常发

生在纤维帽最薄和炎症反应最强烈的斑块肩部，斑块内部物

质被暴露在血液中，血栓形成，血栓阻止血液流动，氧供应和

需求的不平衡，最终导致心肌梗死［４］ 。
在过去的 １０ 年中，他汀类（３⁃羟基⁃３⁃甲基戊二酰⁃辅酶 Ａ

还原酶抑制剂）药物已经成为了心血管病重要的预防用药。
最初应用他汀类药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血脂，随着多项临床

试验的进行，研究者们发现，他汀类药物早期应用的更早获

益的基础是其多效性，如降低全身炎症、稳定斑块、改善血管

内皮功能、抑制血管平滑肌的增殖及降低血小板高反应性

等［５］ 。 研究表明，口服他汀类药物后即出现了改善内皮功能

和抗炎的作用，口服他汀类药物 ３ｈ 后一氧化氮的生物利用

度明显增高，进一步改善内皮功能［６］ 。 他汀类药物对冠心病

患者的多效性见表 １［７］ 。
他汀类药物良好的抗 Ａｓ 作用，除了降脂作用外，它的非

降脂作用同样也是冠心病患者受益的重要原因［８］ 。 ＰＲＩＳＭ
研究显示，ＡＣＳ 发作后直接应用他汀类药物的作用是多效性

的，而不仅是在斑块缓慢进展和胆固醇沉积中降低 ＬＤＬ⁃Ｃ 作

用［９］ 。 他汀类药物主要通过抑制小 Ｇ 蛋白的异戊烯及转录

因子如： ＫＲＵＰＰＥＬ 样因子⁃２ＤＥ 的感应（协调改变炎症通路）

直接的抗炎作用及直接作用于斑块的作用，稳定冠状动脉斑

块甚至逆转 Ａｓ［１０］ 。 有研究表明他汀类药物通过抗炎能力诱

导纤维帽变厚，并且稳定冠状动脉斑块。 下面总结他汀类药

物抗 Ａｓ 的机制研究进展。

表 １　 他汀类药物对冠心病患者的多效性

降低 升高

炎症程度（减巨噬细胞） 胶原沉积

大量炎症因子（ＩＬ⁃１、ＩＬ⁃６、ＣＲＰ 等） 一氧化氮生成（改善内皮功能）
氧化应激

Ａｓ 斑块中 ＭＭＰ 活性

组织因子水平

　 　 １． 他汀类与血清胆固醇

目前的美国心脏病学院 ／美国心脏协会一级预防指南主

要是以随机对照他汀类药物降低 ＬＤＬ⁃Ｃ 治疗心血管事件的

一级预防试验为基础。 ＬＤＬ 是 ＡＣＳ 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在
血管壁中 ＬＤＬ⁃Ｃ 被化学修饰，并被巨噬细胞摄取，演变为泡

沫细胞，最终形成斑块。 现已证实高胆固醇血症与受损动脉

的血小板血栓形成增强有关，可增加急性血栓形成的倾向。
最初他汀类药物降低血液中血清胆固醇水平，是从竞争性抑

制 ３⁃羟基⁃３ 甲基戊二酰辅酶 Ａ 还原酶（ＨＭＧ⁃ＣｏＡ 还原酶，３⁃
ｈｙｄｒｏｘｙ⁃３⁃ｍｅｔｈｙｌｇｌｕｔａｒｙｌ⁃ｃｏｅｎｚｙｍｅ Ａ，ＨＭＧ⁃ＣｏＡ 胆固醇合成

酶）获得收益。 他汀类药物通过抑制肝脏内源性胆固醇合成

并且引起 ＬＤＬ 受体表达增加而降低血清胆固醇，这样导致血

浆 ＬＤＬ 分解率上调，并进一步导致 ＬＤＬ⁃Ｃ 迅速减少和 ＨＤＬ⁃
Ｃ 迅速增加，从而调节血脂平衡。

随机试验表明，ＬＤＬ 浓度平均降低 １ ８ｍｍｏｌ ／ Ｌ，心脏疾

病风险减少大约 ６０％ ，脑卒中减少 １７％ 。 ４Ｓ［１１］ 试验表明，
ＣＨＤ 伴有高脂血症的患者用辛伐他汀治疗减少 ４４％ 的冠状

动脉事件并且减少总死亡率达 ３０％ 。 许多大规模一级和二

级预防试验也已经证实［１２］ （表 ２）。
在稳定的 ＣＨＤ 患者中他汀类降低 ＬＤＬ 水平、减少临床

事件发生风险的有效性，如 ＣＡＲＥ 研究、ＡＦＣＡＰＳ ／ ＴｅｘＣＡＰＳ
研究和 ＬＩＰＩＤ 研究显示，应用他汀类药物能减少致命 ／非致

命的 ＣＨＤ 并且降低胆固醇及心血管疾病致死率［１３］ 。 ＲＥ⁃
ＶＥＲＳＡＬ［１４］试验显示高剂量的他汀类治疗（８０ｍｇ ／ ｄ） 平均

９１９心肺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１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１



　 　 　 　 表 ２　 重要的他汀类药物和 ＣＡＤ 患者的临床结局的大型随机临床试验

项目 人群 治疗方法 结论

４Ｓ ４ ４４４ 例 ＣＡＤ 患者 辛伐他汀 ＶＳ 安慰剂 辛伐他汀减少冠心病死亡风险

ＬＩＰＩＤ ９ ０１４ 例 ＣＡＤ 患者 普伐他汀与安慰剂 普伐他汀降低冠心病死亡风险

ＭＩＲＡＣＬ ３ ０８６ 例 ＡＣＳ 患者 阿托伐他汀与安慰剂 阿托伐他汀降低复发性缺血事件的风险

ＣＡＲＥ ４ １５９ 例心肌梗死患者 普伐他汀与安慰剂 普伐他汀减少非致命的 ＡＭＩ
ＪＵＰＩＴＥＲ １７ ８０２ 例参与者 瑞舒伐他汀与安慰剂 瑞舒伐他汀降低了主要不良心脏事件（ＬＤＬ ＜ １３０ｍｇ ／ ｄ，ＣＲＰ ＞ ２ ０ｍｇ ／ Ｌ）
ＰＲＯＶＥ ＩＴ⁃ＴＩＭＩ２２ ４ １６２ 例 ＡＣＳ 患者 阿托伐他汀与普伐他汀 阿托伐他汀降低死亡或心血管事件风险

减少血清低密度脂蛋 ２ ０５ｍｍｏｌ ／ Ｌ。 基于他汀类药物降低

ＬＤＬ⁃Ｃ 水平来预防心血管事件的大量临床试验，欧洲心脏病

学指南推荐已被确诊为 ＣＨＤ 的患者 ＬＤＬ⁃Ｃ 需要保持在低于

１ ８ｍｍｏｌ ／ Ｌ 的水平。 ＪＵＰＩＴＥＲ［１５］ 试验和最近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证实通过他汀类治疗后，第一次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率明显减少。 ＪＵＰＩＴＥＲ 试验的再分析和随后大规

模 ｍｅｔａ 分析他汀类试验证明，为了保证心血管事件的最低

风险，患者 ＬＤＬ⁃Ｃ 需要小于 １ ３ｍｍｏｌ ／ Ｌ。
多项研究表明，斑块成分在 ＡＣＳ 进展中起重要作用。 尤

其，富含脂质的粥样斑块具有更高的斑块破裂和血栓形成的

风险。 斑块成分中，脂质核心显示最高的血栓形成活性［１６］ 。
血管内超声（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ＶＵＳ）和光学相干断层

扫描（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ＣＴ）是目前评估冠状动

脉斑块特点的最佳手段，可以较精确的评估他汀类药物对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ＩＶＵＳ 是可以穿透冠状动脉动脉管

壁的血管内成像技术，能清楚地显示动脉粥样斑块、动脉内

径，并与组织学相关较好。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试验及 ＳＡＴＵＲＮ 试验

通过 ＩＶＵＳ 获得的冠状动脉图像显示他汀类药物减小冠状动

脉斑块体积。 另外，随机试验表明，在高剂量他汀类药物治

疗后获得的 ＩＶＵＳ 图像显示非阻塞性冠状动脉病变处斑块体

积变小。 ＹＥＬＬＯＷ ＩＩ 试验应用 ＩＶＵＳ 证实，短期高剂量瑞舒

伐他汀治疗可以减少斑块脂质成分。 ＯＣＴ 的分辨率是 ＩＶＵＳ
的 １０ 倍，可以提供更细致的组织结构信息，如脂质斑块、纤
维斑块、钙化斑块、血栓及粥样硬化斑块微小裂口，其对不稳

定心绞痛患者斑块的稳定性进行危险分层有帮助［１７］ 。 易损

斑块的 ＯＣＴ 图像特点：薄纤维帽（≤６５μｍ）、大脂质核心（ ＞
１８０°）、巨噬细胞浸润、内膜侵蚀、内膜血小板聚集及浅表钙

化等。 在以上基础上，ＯＣＴ 图像将薄帽纤维粥样斑块定义为

脂核角度≥两个象限以及纤维帽厚度≤６５μｍ 的斑块。 ＥＡＳ⁃
Ｙ⁃ＦＩＴ［１８］研究显示，ＡＣＳ 患者接受每日 ２０ｍｇ 的阿托伐他汀

治疗，获得的 ＯＣＴ 图像显示易损斑块的纤维帽厚度增加，病
变长度明显缩短、脂质角度明显变小、脂质长度减小，并且患

者血清 ＬＤＬ⁃Ｃ 水平明显降低。 ＬＤＬ⁃Ｃ 水平 ＜ １ ３ｍｍｏｌ ／ Ｌ 的

患者，ＯＣＴ 图像中更多是纤维斑块，较少是脂质斑块。 Ｋａｔａｏ⁃
ｋａ 等指出，ＬＤＬ⁃Ｃ ＜ １ ３ｍｍｏｌ ／ Ｌ 的患者更可能是接受大剂量

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 另外，ＬＤＬ⁃Ｃ 水平与纤维帽厚度和

脂质弧显著相关。 最小的脂质角度和最厚的纤维帽均在

ＬＤＬ⁃Ｃ 水平 ＜ １ ３ｍｍｏｌ ／ Ｌ 的患者 ＯＣＴ 图像中被观察到［１９］ 。
最近的研究表明，强效的他汀类治疗的受益主要原因是

ＬＤＬ⁃Ｃ 水平的降低。
２． 他汀类与炎症

（１）他汀类与 Ｃ 反应蛋白 　 Ｃ 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
ｔｅｉｎ，ＣＲＰ）是初级急性期反应物，最初 Ｋｕｓｈｎｅｒ 和 Ｐｅｐｙｓ 等证

实，血清 ＣＲＰ 是在 ＩＬ⁃６ 等细胞因子的调控下由肝脏产

生［２０］ 。 后来研究发现，ＣＲＰ 也可以由局部炎症激活的炎症

细胞产生，现已被证实在人类冠状动脉平滑肌细胞和人类脂

肪细胞可以产生 ＣＲＰ。 研究发现 ＣＲＰ 有通过增加纤溶酶原

激活物表达和减少前列腺素的释放的促血栓作用和直接促

炎症作用。 随机试验数据显示高敏 Ｃ 反应蛋白（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
ｔｉｖｉｔｙ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ｓＣＲＰ）是了解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抗

炎效果的中心，并且一致认为治疗后 ｈｓＣＲＰ 水平和 ＬＤＬ⁃Ｃ
水平对预测心血管事件的能力一样。 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Ｔ 研究

显示，对于心血管复发事件的预测，治疗后的 ｈｓＣＲＰ 水平和

ＬＤＬ⁃Ｃ 水平是一样重要。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Ｅ ＩＴ⁃ＴＩＭＩ ２２［２１］ 研究显

示，ＡＣＳ 患者在他汀类治疗之后低水平 ＣＲＰ（ ＜ ２ｍｇ ／ Ｌ）比高

水平 ＣＲＰ 患者有更好预后。 许多临床试验，如 ＡＦＣＡＰＳ ／ Ｔｅｘ⁃
ＣＡＰＳ 研究、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研究、ＰＲＯＶＥ ＩＴ 研究和 Ａｔｏ 研究指

出，他汀类降低 ｈｓＣＲＰ，不依赖降低 ＬＤＬ 水平。 ｈｓＣＲＰ 对血

管风险的影响呈线性的，当 ｈｓＣＲＰ 分别 ＜ １ｍｇ ／ Ｌ，１ ～ ３ｍｇ ／ Ｌ，
＞ ３ｍｇ ／ Ｌ 意味着低、中、高的血管危险。 ＪＵＰＩＴＥＲ 一级预防

试验入选患者 ＬＤＬ 水平低但 ＣＲＰ 水平高，每日 ２０ｍｇ 瑞舒伐

他汀可减少 ５０％首次心脏发作和脑卒中率。 ＣＡＲＥ 试验中随

机抽样 ４７２ 例参与者，进行 ５ 年随访 ＣＲＰ 水平，在这期间安

慰剂组患者 ＣＲＰ 中位数增长 ４ ２％ ，口服他汀类治疗患者

ＣＲＰ 中位数减少 １７ ４％ 。 ＡＦＣＡＰＳ ／ ＴｅｘＣＡＰＳ 获得 ５ ７４２ 例参

与者的基线和 １ 年后的 ＣＲＰ 水平，洛伐他汀治疗减少 ＣＲＰ
水平达 １４ ８％ 。 在ＭＩＲＡＣＬ［２２］试验中，对比安慰剂组早期他

汀类治疗明显减少 ＣＲＰ 水平。 Ｍａｃｉｎ 等进行的前瞻性、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也表明，阿托伐他汀可显著降低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出院时和 １ 个月时血浆 ＣＲＰ 浓度，发挥

其快速和早期的抗炎效应。
（２）他汀类与白细胞介素　 白细胞介素 ６（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６，

ＩＬ⁃６）是初级的细胞因子，促进肝脏产生 ＣＲＰ，是 ＣＲＰ 上游的

信号，与斑块起始、斑块不稳定性、微血管流功能障碍和急性

缺血的不良后果有关。 ＩＬ⁃６ 在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冠状

动脉闭塞位置中被高度上调。 ＥＲＦＣ 应用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

ｌｏｇＩＬ⁃６ 平均标准差增加，就有 ２５％ 的心血管事件增加。 最

近的研究显示阿托伐他汀治疗后血清 ＩＬ⁃６ 水平降低，在体外

研究也显示他汀类可以减少 ＩＬ⁃６ 产生炎症因子。 ＩＬ⁃１ 和肿

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促进 ＩＬ⁃６ 的产生，反过来增加肝脏中

ＣＲＰ 基因的表达。 白细胞介素 １（ＩＬ⁃１）是在急性和慢性炎症

中促炎介质和先天免疫的最有力诱导剂之一。 早在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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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年代就有研究显示出 ＩＬ⁃１ 诱导白细胞粘附在血管内皮细

胞中，导致促凝的激活。 ＩＬ⁃１ 不仅诱导其本身的生产，还可

以诱导多个二级炎症介质的合成和表达，包括 ＩＬ⁃６。 在 ２０１４
年，Ｆｏｌｃｏ 等报道缺氧可增加巨噬细胞中 ＩＬ⁃１β 的表达。 在炎

症级联反应中由 ＣＲＰ 到 ＩＬ⁃６ 再到 ＩＬ⁃１ 向上游移动为动脉粥

样硬化保护提供新的治疗机会。
（３） 他汀类与基质金属蛋白酶 　 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ａ⁃

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ＭＭＰｓ））是 Ｚｎ２ ＋ 和 Ｃａ２ ＋ 依赖性的酶家

族，由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产生。 ＭＭＰｓ 过去被

认为仅降解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现在已被证实，ＭＭＰｓ 也可

以在细胞外基质中释放肽生长因子，调节细胞粘附分子、细
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其他蛋白酶，导致细胞存活、增殖、运动、
组织结构的变化［２３］ 。 ＭＭＰｓ 大部分是由巨噬细胞分泌，通过

消耗结缔组织基质的纤维帽引起斑块结构的破坏。 ＭＭＰｓ 可

水解细胞外基质（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ＥＣＭ）成分，降低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的机械稳定性。 在正常生理情况下，ＭＭＰｓ 的活

化在转录、前体酶原的激活中被精准的调控，与特定 ＥＣＭ 成

分相互作用，并且由内源性抑制剂抑制。 但活化过程的失控

可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瘤等疾病。
组织型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ＴＩＭＰｓ） 是金属酶特定抑制剂，以 １： １ 结合

ＭＭＰｓ［２４］ 。 ＴＩＭＰｓ 水平改变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他们直接

影响 ＭＭＰｓ 的活化。 在心血管疾病中血管重塑、动脉粥样硬

化、心肌梗死后的左心室重构过程中 ＭＭＰｓ 和 ＴＩＭＰｓ 发挥重

要作用。 明胶酶 Ａ（ＭＭＰ２）和明胶酶 Ｂ（ＭＭＰ９）作用于变性

的胶原和明胶。 氧化 ＬＤＬ 激活 ＭＭＰ⁃９ 在人类血管内皮细胞

表达。 Ａｓ 小鼠 ＡＳ 斑块组织切片中，发现 ＭＭＰ２、９ 表达增

强。 ＭＭＰ⁃９ 被激活的巨噬细胞产生，并且诱导纤维帽上的胶

原破裂。 ＡＳ 斑块中巨噬细胞来源的泡沫细胞与平滑肌细胞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ＭＣ）在多种细胞因子或氧化 ＬＤＬ 的刺

激下，可以持续性分泌 ＭＭＰ２、９。 在早期和中期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中，动脉内膜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 的表达逐渐增多，降解明

胶和酪蛋白的能力逐渐增强。 研究表明阿托伐他汀显著抑

制了 ＭＭＰ２ 和 ＭＭＰ９ 的表达。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他汀类

药物能抑制 ＭＭＰｓ 的表达，从而增强了成熟斑块稳定性。 我

们认为阿托伐他汀可能通过蛋白激酶 Ｃ（ＰＫＣ）途径，使细胞

Ｃａ２ ＋ 水平升高，从而减少 ＭＭＰｓ 的分泌。 Ｂｅｌｌｏｓｔａ 研究发现

氟伐他汀呈剂量依赖性抑制鼠巨噬细胞中 ＭＭＰ 活性， 在人

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中，只需一个很小的剂量， 便可抑制

ＭＭＰ 活性达 ３０％ ［２５］ ，但该作用可被加入的甲羟戊酸所逆

转，因此认为他汀类药物并未直接阻断 ＭＭＰｓ 的生成，而是

通过抑制甲羟戊酸的合成介导的。 Ａｌｌａｎ 等研究发现他汀类

药物通过抑制肝脏内甲羟戊酸的代谢产物，阻止白细胞与内

皮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有效减少中性粒细胞在炎性区域的

浸润，从而减轻炎性区域的组织损伤。 转化生长因子⁃β
（ＴＧＦ⁃β）是一类多功能细胞因子，作用于细胞分化、增殖并

且与血管病变有关。 ＴＧＦ⁃β 可以调节血管重塑。 ＭＭＰ２、
ＭＭＰ９、ＭＭＰ１３ 可以释放 ＴＧＦ⁃β，从而影响血管重塑。 研究

发现 ＴＧＦ⁃β 在阿托伐他汀治疗中心区域明显减少。 ＴＧＦ⁃β
与其受体结合，通过磷酸化 Ｓｍａｄ２ 开始，信号级联放大反应

被激活。 阿托伐他汀治疗样本中磷酸化 Ｓｍａｄ２ 的减少与

ＴＧＦ⁃β 水平的降低以及信号的减少是一致的。
由此可知，他汀类药物减少 ＭＭＰｓ 活性是通过间接减少

ＭＭＰｓ 的表达和增加 ＴＩＭＰｓ 的表达而减少。 另外，他汀类药

物还可以减少 ＴＧＦ⁃β 信号，这种减少是有益的［２６］ 。
（４）他汀类与巨噬细胞　 研究表明，在高血压或高胆固

醇血症的条件下，巨噬细胞有吞噬细胞外的脂蛋白倾向，特
别是那些已经被氧化修饰的脂蛋白，进而转化为泡沫细胞，
这是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常情况下，动脉

壁的内皮细胞抗白细胞粘附和聚集，并且促进纤维蛋白溶

解。 当存在刺激因素，如 ＬＤＬ⁃Ｃ 水平升高或内皮下氧化 ＬＤＬ
聚集，内皮细胞表达一系列粘附分子，粘附分子有选择的招

募各类白细胞，包括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 一旦单核细胞粘

附在被激活的内皮上，由趋化因子提供趋化性刺激，诱导单

核细胞进入内膜。 在内膜中，单核细胞演变为巨噬细胞，表
达清道夫受体，吞噬脂蛋白颗粒，促进粥样斑块形成。 巨噬

细胞在内膜中增殖，进一步促进脂蛋白聚集，并且通过释放

多种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ＭＭＰｓ 和促凝的组织因子）维持

和放大炎症进程［２７］ 。 近 １０ 年来，巨噬细胞表型成为热门研

究。 老鼠和人类斑块的组织学分析已经显示 Ｍ１ 和 Ｍ２ 巨噬

细胞的存在，Ｍ１ 巨噬细胞促进斑块炎症，然而 Ｍ２ 巨噬细胞

限制斑块炎症，例如，Ｍ１ 巨噬细胞分泌促动脉粥样硬化的炎

症细胞因子（ＩＬ⁃６ 和 ＩＬ⁃１２），加剧斑块中氧化应激反应活性

氧及形态氮。 相反 Ｍ２ 细胞分泌低水平 ＩＬ⁃６、ＩＬ⁃１２，但是高

水平内源性抗炎细胞因子，如 ＩＬ⁃１０。 Ｍ２ 巨噬细胞同时也清

除坏死碎片，加强胞葬活动，并且减少活性氮的产生［２８］ 。 有

研究显示，巨噬细胞表型变化与血清 ＨＤＬ⁃Ｃ 水平呈负相关，
与血清 ＣＲＰ、ＭＭＰ⁃９ 水平呈正相关，和总胆固醇、ＬＤＬ⁃Ｃ、ＴＧ、
ＭＤＡ⁃ＬＤＬ、和糖化血红蛋白的变化无关。 ＨＤＬ 可作用于趋

化因子受体⁃７（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７，ＣＣＲ７），导致泡沫细胞

迁出斑块，他汀类药物可减少老鼠动脉斑块的巨噬细胞中的

ＣＣＲ７ 的表达，从而导致巨噬细胞移出。 巨噬细胞的 ＯＣＴ 图

像特点：斑块纤维帽上的强反射信号。 巨噬细胞表型变化与

纤维帽厚度变化呈负相关。
ＥＡＳＹ⁃ＦＩＴ 研究获得的 ＯＣＴ 图像显示经他汀类药物治疗

后斑块中巨噬细胞信号减少。 动物研究显示 Ａｓ 动物模型中

他汀类药物降低巨噬细胞含量，增加平滑肌细胞含量。 他汀

类药物主要通过减轻单核 ／巨噬细胞浸润，抑制巨噬细胞分

泌 ＭＭＰｓ，减轻斑块内炎性反应，减少脂核中脂质，稳定纤维

帽，增加血管平滑肌细胞及胶原的含量，增加斑块稳定性。
３． 结语　 虽然目前冠心病的治疗越来越完善，但不管技

术发展还是药物的进步，ＡＣＳ 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仍然

很高，定期应用他汀类药物可减少高风险患者冠状动脉事件

的发生。 现已证实他汀类药物降低 ＬＤＬ⁃Ｃ 可减少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并且减缓斑块进展，但实现这些效果所需要的时间

及他汀类药物作为冠心病的一级预防的应用，尚有待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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