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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JTCVS Inaugural Chinese Edition

Lawrence H. Cohn, MD
Editor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s well as the 70 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successful heart surgery in China, I am delighted to
welcome the readership of this great Country to JTCV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novative and lifesaving thoracic and cardiac surgery performed in Asia and especially China, it is indeed an honor for me as Editor to be able to circulate our Journal to you quarterly. This
publication will summarize the best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TCVS from the previous quarter.
Because of our strong relationships, personally and academically, we hop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JTCVS will allow us to share our best and brightest authors with you in your native language and hopefully stimulate you to send your outstanding clinical and basic research work to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journals in cardiovascular and thoracic surgery in
the world. Under my direction as Editor, which began in 2008, I have no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ubmissions to the JTCVS from Asia and I have seen a remarkable improvement in the science and surgical
technique in the field of cardiovascular and thoracic surgery.
We are extremely grateful to Elsevier Inc. and Mr. Josh Spieler who helped to facilitate this program, to all
industry supporters and every one of you who came together to support thi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project, especially Dr. Sheng-Shou Hu of the Fuwai Hospital of Beijing who is the corresponding
editor of this quarterly journal summary.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e Inaugural issue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to the talented men and women who provide lifesaving therapy in the field of cardiovascular
and thoracic surgery and to th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ho are the recipient of the outstanding care
you provide in China.
Welcome to the readership of the JTCVS.

创刊辞

胡盛寿 教授
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文版）主编
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是美国胸心外科学会（AATS）旗下的官方杂志，
是国际权威性学术期刊，也是临床胸心血管外科领域引用率最高，影响力最强的杂志。原刊每年发行12期，内
容侧重于心血管外科、肺与食管外科、心肺移植等多方面的新技术和进展。
随着医疗科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我国胸心外科专业人员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日益增多。为搭建便捷的学
术交流平台，推动国内胸心血管外科学的发展，经美国胸心外科学会（AATS）授权，由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
科学分会牵头，Elsevier国际出版集团携手制作的《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文版）》即将问世，这将为中国的胸
心血管外科医生与世界各国同行间的交流搭建一个新的平台，并将有助于促进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事业的进步
与发展。
《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文版）》编委会由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全体常委及秘书长组成，每一
期由编委会从原版刊物近三期刊登的文章中精选部分内容进行翻译出版，主要涉及胸外科疾病、先天性心脏
病、获得性心脏病、心肺移植等方面的论著、专家综述、摘要、短篇报道等7大栏目，力求将国际相关领域的最
新进展以及最权威的专业信息介绍给国内的胸心外科医生，使其成为中国胸心血管外科医生的良师益友。

专家综述

胸外科学会国家成人心脏外科数据库：追求极致，永不止步

本杂志8月刊的2篇文章 [1,2] 均涉及到了胸外科学会

确性。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国家成人心脏外

STS即将开始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数据库发布活

科数据库（Adult Cardiac Surgery Database，ACD）。在

动——STS复合CABG评分的自愿公开发布。20多年前，

过去的20多年中，STS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

纽约州就开始了CABG术后结果的强制发布，其它几个

发展、完善世界上最大的心脏外科临床注册数据库。这

州也随后开始了类似的发布项目。STS自愿公开发布的发

2篇文章谈及的内容对于数据库的领导地位具有极其重

起，最初是与消费者协会合作进行，随后建立了网站，这

要的意义。

是第一次由医学专业组织发起这样的活动。这再次体现

以ACD为基础的一系列专业的风险修正模型已经

了心胸外科在质量控制及透明度上的领先地位。

建立 [3- 6]：单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既然学会已经开始了这项新的数据发布项目，是时

bypass grafting，CABG）、单纯瓣膜手术及CABG联合

候来考虑最近文献[1,2]所提到的问题和担忧了。例如：我

瓣膜手术风险模型。ACD也是建立CABG治疗评价系统

们能相信以STS ACD为基础对参与医生的评价吗？因

的基础

[7,8]

。它已经为一百多项临床试验提供了数据，使

为现在的数据库已经包括了全美90%的心脏病项目，这

临床医疗效果、胸心血管外科医生教育培训和高年资医

些问题密切关系到整个学科领域，而非仅STS。我们将

生的知识与经验得到了提高和进步。ACD所拥有的确凿

详细阅读最近期刊的相关文献，并对学术批评和利益关

数据也极大地方便了医疗保险与救助中心（Centers for

系作出相应的答复。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CMS）RUC对胸心外
科手术的评估 [9]。总之，这些丰富信息的存储从多方面

房间里的大象？

提高了胸心外科医疗水平。所有这些都基于数据库的准
Brown等 [1] 指出STS刚刚意识到校正数据准确性
的必要：
“STS开始对NCD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全国范
围的审查，他们的目标是每年审查20个心脏中心，每个
中心20例单纯CABG病例，每个病例包括62项数据指
标。”Grunkemeier和Furnary[2]的评论以如下标题再次
强调了这个观点：
“数据变异性与真实性：房间里的大
象。”这个比喻揭开了一个被忽略和忽视的显而易见的
重大问题。
这样的描述既不准确，也完全和ACD人员的理念
1

及领先地位不符，因为ACD的工作人员已经尽力地去提

STS数据库。

高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对于ACD，准确性是最重要
的，并多次作为重要议题提出。我们同意Brown等 [1] 和
[2]

Grunkemeier以及Furnary 的观点，即所有ACD数据发

为什么要 研 究 未受 训的数 据 提 取者 的 编 码
效果？

布的最终限制因素是准确性和完整性。学会和数据库领
导机构承诺要保证数据在真实性上是最好的。

Brown等[1]的研究是对STS ACD数据变异性进行评

连 续 5年来，医疗保险系统 衣阿华基金会（Iowa

估的一次尝试，但其研究在设计和方法学上存在问题。

Foundation）正在进行重要的STS数据外部审查，以明

研究者使用的是未经训练的胸心血管外科住院医生和

确数据编码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此项目最初是由STS

其他工作人员，仅包括30个病例（3种不同手术类型、每

自发发起，并建立了相应的基金。在每个被挑选进行审

种10例，
“简单取样”），5年的数据，且数据版本为2007

[1]

查的医学中心（今年是40个，而非Brown等 所说的20

年后未再使用的版本。

个），以纸质或电子病案为金标准，审查15个CABG病

我们同意Grunkemeier和Furanary[2]的观点，即研究

例和5个瓣膜手术病例的75项变量数据。医院手术记录

未经训练的医生编码的准确性似乎不合适。Brown等[1]

也接受审查以确保所有的数据都向STS ACD进行了报

的研究设计了一个故意产生非常规结果的稻草人，它和

告。2009年，29个被审查医学中心数据的总体一致性为

多数医学中心常用的精心设计的数据收集结构几乎没有

92.3%~98.6%（平均96.1%）。一些医院的某些个体变量

相似之处，后者是Grunkemeier和Furanary [2] 认可的典

低于平均一致率，包括许多由Brown和他的同事 [1] 进行

型实例。Brown等[1] 研究中的临床医生没有建立ACD数

的研究。由该基金领导的类似的STS先天性心脏病[10]和

据的既往经验，所接受的STS编码的初步介绍也不可能

胸外科数据库审查也在今年开始了。

让他们产生出高质量的结果。此外这些人也缺乏全职数

为加强审查，今年引入了一些新项目。首先，审查最

据管理人员所得到的支持系统。

耗时且花费不菲的方面是审查人员的差旅和平均在所

数据库管理人员是这项全国性数据收集工作的骨

审查的医学中心停留2天的耗费。今年，STS审查工作组

干，他们可以获得多种水平的关于处理困难编码问题的

（Audit Task Force）开始了一项试点研究（远程电子病

支持。这些支持包括随每个数据库发布的培训手册，定

案审查）以消除现场审查的弊端。其结果令人鼓舞，而

期升级的常见问题解答（FAQs），发送重要编码更新的

且这样有可能增加受检医学中心的数量。在此评论的稍

电子邮件服务，定期发布的简讯，可分享专业经验、提供

后段落中，我们将介绍其他新项目，旨在提高术后30天

编码帮助的数据管理人员的区域性协会，以及有上百名

死亡数据的准确性。

数据管理人员参与并以编码相关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全

确保审查登记数据准确性的一项重要步骤是所有

国质量与结果进展年会。

的诊疗过程都如实填报。为达此目的，我们最近 进行

此外，困难的编码问题会由编码人员提交至STS，

了一项分析，即成功地将2000~2007年间STS ACD与

并由STS工作人员在最 短的几天内进行解 答，解 答人

CMS数据进行连接，并对数据进行比较，结果也是令人

员还可能是担任STS顾问的资深数据管理人员或STS

鼓舞的。STS医学中心的病例纳入率（定义为具有STS

ACD外科首席专家。STS先天性心脏病[10]和胸外科数据

记录的STS各中心的CMS CA BG病例数量/STS各中

库也有相似的流程。每两周召开全国电话会议来商讨最

心包括的CMS CABG病例的总数量）在此8年中逐渐

有争议的编码问题，通常会有资深数据主管参与。提交

上升，从88%升至97%

[11]

。2007年，STS各中心共91 363

例CMS CABG，住院病例中有88 857例（97%）进入了
2

的问题会被收集起来加入到FAQs中，也会作为每次重
要更新中数据项目变化说明的基础。

尽管我们同意Grunkemeier和Furnary[2]提出的许多

中的主要瓣膜变量是整个数据库中最难定义的，常引起

建议，但我们对于一名数据管理人员等待了“漫长的”

大家的争论、甚至是外科医生和心脏专科医生之间的争

答复时间（他们表示等待时间已经有6个月且仍未答复）

论。作者承认未进行术前危险因素评价、结果评价或概

的情况表示关切。这与目前STS ACD的实际情况完全相

括病例的完成情况。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疏忽，因为之

左，我们要求在24~48小时内回复数据管理人员。我们

前的研究显示STS数据库对这些最重要的风险模型评

会鼓励他们提出问题，或者遇到类似的问题直接与我们

分和术者表现的变量收集的准确性是远高于其他数据

联系解决。

库的[10,15-17]。
除外研究变量选择的不利因素，Brown等[1]的研究

为什么要使用旧的数据或过期的数据版本？

确实展现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结果。尽管在未受训的内科
数据提取人员间存在某些不一致，差异的程度通常被最

[1]

Brown等 的研究中选择的病例来自2005年，以消

小化并且完全可以被任何一名参与处理如此模糊的常

除住院医生和相关人员作为回顾者回忆偏移的影响，因

规数据（例如评价瓣膜返流程度的差异：轻微-中度，中

为那个时期这些人员并不在梅奥临床研究中心（Mayo

度-重度，且分度的依据常来源于多个不同的数据来源和

Clinic）工作。但使用5年前的数据和过期的ACD数据库

患者的评估）的临床工作者所理解接受。重要的是，在

版本就存在很大的问题。ACD 2.52.1版在2004年早期

越来越多的二尖瓣修复术常规队列中，收集的二尖瓣返

发布，2007年12月被淘汰。其替代版本2.61版最近也在

流程度和病变血管数目的数据的中位一致性大于95%。

进行大范围的修改，并预计于2011年1月将被2.70版所替

在主动脉瓣或主动脉手术中，主动脉瓣狭窄和主动脉弓

代。在每次版本更新中，定义被修正，有问题的数据项

置换手术的中位一致性为93%。

目被澄清，培训手册也将会被更新。对于几年前被淘汰

冠脉特异性变量的Fleiss κ 统计（应用于最常见的

的数据库版本，很难对其相关的批评进行评价或回应，

心脏手术）值范围为0.69~1.0，但Brown等 [1] 未能提供

也让Brown等[1]的研究与目前的临床实践缺乏了关联。但

此统计值的常规解释说明。例如，以一个经典的一致

[2]

我们还是要回应Grunkemeier和Furnary 的两个问题：

性强度参考指标κ值为依据，0.41~0.60为中等一致性，

对于卒中定义的变化，24小时的截点与目前的国家推荐

0.61~0.80为基本一致，0.81~1.0为几乎完全一致 [18]。因

标准相一致[12-14]。事实上，有研究者已经考虑到，使用更

此尽管是由未经训练的数据收集人员完成，但变量编码

短的时间窗来区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与卒中，因为许多

的一致性是高的。

推测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在MRI成像中被发现有持续
性梗死

[13]

对于瓣膜病病因、解剖、病理生理、手术类型的分

。在2.61版中提出如何编码昏迷的问题是合理

类，我们认为在过去的数据收集中是不完整的，主要是

的，所指出的模棱两可的定义在即将发布的2.70版中得

因为可以更好管理数据项目的数量。在2.70版数据的准

到了修正。

备中，一个对此有特殊兴趣、由外科医生和心脏专科医
生组成的团队，用3年时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瓣膜数据库。

研究变量的选择

对患者个体的瓣膜病参数的准确定义能力得到了很大
拓展。同样，一个经过改进和拓展的、能提供新的详细

[1]

Brown等 发表的文章中的表1列出了他们研究中
的变量。除了手术者和助手的姓名、再手术的原因和急

信息（例如用于建立特定目标冠脉血管桥的特殊移植物
管道）的CABG数据库将在新的版本中呈现。

迫性，剩下的24个研究变量都与病因、瓣膜疾病的分级

数据管理人员不断提出的意见和问题让ACD领导

和瓣膜、CABG或主动脉手术的手术细节相关。研究当

人员意识到我们常常对非外科专业数据人员要求得太多
3

而有时外科医生又不参与复杂的编码问题。这对编码人

摘要中真正的引文如下：
“审查的数据中，98.8%的不一

员来说不利，可能会潜在地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因此，

致性不超过5%。在死亡风险模型中的32个变量中，30个

我们正在设计一系列的可供手术医生在手术中填写的、

受审查变量的差异小于10%。死亡风险模型中7项最重

并可转换为数据进入数据库（或可能的情况下直接在手

要的变量中超过95%的受审查图表的差异为0或1。手术

术室的电脑上输入数据进入数据库）的简洁而重点突出

死亡率则确保完全一致、不存在数据库和临床记录的差

的数据表格。对于最困难和技术性的编码问题，这样的

异。主要并发症中，除了人工通气延长的出错率为4.0%，

措施强调了外科医生作为最专业的团队成员对于准确

其余并发症的出错率小于1%……对临床结果注册数据

编码的责任。鉴于外科医生时间的紧迫性，表格将会设

库的深入审查显示，这个包括手术死亡率、主要并发症

计成只需要最短时间便能选择合适答案的形式。

和明显危险因素的数据库是高度准确的[16]。”
因此相比Brown等[1]所表述的负面印象，Herbert等[16]
进行的这次仔细的内部审查研究实际上显示了大多数所

临床注册数值与住院数据

必需的重要变量具有高度准确性。这是令人鼓舞的，尤
[1]

Brown等 引用了比较STS ACD与行政资料来源的

其是在数据来源于2001年、早于此STS外部审查项目的

研究。因其目前的研究仅对数量有限的最有难度的STS

情况下。因为此回复的作者之一是Herbert等[16]研究中的

ACD数据变量进行评价，发现存在某些不一致性，他们即

重要作者，我们特别除去了其中的误导性信息。

得出了“数据间的变异性导致质疑数据的可靠性”的结
论。这个结论基本上把经过审核的临床STS ACD与缺乏

STS ACD中术后30天死亡率准确吗？

重要临床变量、以支付为目的的住院收集数据混为一谈。
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型的比较CABG临床和行政数据来

Brown等 [1] 指出：
“遗憾的是，患者术后30天时的

源的研究，甚至有些可追溯到20多年前，均显示出后者的

状态（死亡或存活）在2008年的数据中只有83%的一致

[15,17,19-22]

劣势，通常显示出其对准确效果评估的负性作用

。

性。这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术后30天死亡率’或‘手术

相似的研究也明确记录了行政数据在先天性心脏病外

死亡率’是最重要的质量指标和常用的研究结果。”我

[23-25]

科治疗效果评价分析上所表现的劣势

。

们认为术后30天死亡率的核实是所有临床注册数据需
要注意的问题，不只是STS ACD。且对于大型临床中心
来说尤其困难，因为在这里就诊的患者常常返回相隔较

既往分析

远的初级医疗机构进行治疗。通过建立随访机构、实验
[1]

Brown等 提到的一项单中心编码准确性的研究，

室检查记录以及患者或家庭医生的直接电话随访的联

大抵是作为他们目前研究的支持证据：
“另一项单纯

合措施，通常都可以获得准确的信息，但需要耗费大量

CABG手术研究检验了单中心的STS数据库（包括危险

的资源和时间。

因素、手术死亡率、主要并发症和其他结果）错误率。

在我们最近的2009年的审查中，住院死亡率数据收

Herber t和合作者们发现完全相关只存在于2%的病例

集的准确率达到了100%，术后30天状态一致性为89%。

中，82%的病例中存在1至10项差异，17%的病例的不一

尽管术后30天生存状态数据的准确性通过先前的审查

致超过了10项。此研究没有检查其他类型的手术或疾病

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数据库领导层关注

[1]

病因的情况 。”
读过这段引文后可以从逻辑上得出：Herbert等发现
了有关STS ACD数据准确性的重要问题。相反，此研究
4

的问题。我们假定大多数术后30天生存状态数据一致性
差的项目都使用住院死亡率作为一种方便（但不合适）
的替代。

在STS ACD领导层的请求下，杜克大学临床研究所

最佳临床治疗决策、制定循证医学指南需要最高质

（Duke Clinical Research Institute，DCRI）已经开始了

量的研究数据。在我们进入一个更加透明、更具责任感

一系列评价不准确的术后30天生存状态数据对CABG

的时代之时，数据准确性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意义。

风险模型、复合评分和星级评定的潜在影响的研究。这

如果评级是建立在不准确的数据之上，患者可能会被

些研究的结果令人信服。STS数据与社会保险局死亡总

医疗决策提供者所误导，对改善治疗效果措施的优先

文件（Social Security Death Master File，SSDMF）的

性的评估可能是不恰当的，而医生的声誉和赔付会面临

关联显示大多数术后30天死亡发生在院内，且这些死

危机。医院和STS ACD参与者必须意识到训练有素的

亡记录具有高度真实性。大多数的错误发生在出院时存

数据采集人员、坚定地进行内部数据审核以补充STS和

活、但在30天时间窗内的院外死亡情况，且通常没有数

DCRI的审查、外科医生直接参与最擅长的专业数据编

据核实。住院死亡与手术死亡（包括术后30天死亡）的

码的必要性。

差异对风险模型回归因子、比值比的确定及星级评定只

STS ACD并不完美，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去完善

有轻度影响。由STS ACD手术死亡率数据建立的STS

它。ACD正在不断进步，而非停滞不前。尽管有这样那

CABG复合分数与由SSDMF手术死亡率数据建立的相

样的缺陷，它仍然是被业内广泛认可的：它是最好的医

同复合分数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这种紧密相关性

学机构注册数据库之一。相比行政机关，它明显提供了

是建立在大多数术后30天死亡发生在院内且该数据被

更为准确和有价值的信息。它为患者、专业人士和其他

正确记录的事实基础上。

想更好地了解复杂的心脏外科的人士提供了价值资源。

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数据，但STS ACD的领导人
员依然承诺术后30天状态数据的准确性要达到100%。

我们会继续改进它、提高它的准确性，我们也欢迎所有
能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的人！

2009年，我们要求医院记录证实术后30天状态的方法。
2010年，他们被要求出示每一个病例的该项记录（例

参考文献

如，6周时的检查记录）。此外，通过STS数据库特别工
作组对纵向随访、外部关联和DCRI的领导，我们建立了
这些项目中ACD与SSDMF的关联——提供社会保险号
码[26,27]。许多研究机构目前审查发现他们报告的术后30
天状态数据与SSDMF相反。遗憾的是，社会保险数据
有6个月的延迟，使“实时”关联成为问题。最终，这将使
得ACD成为能独立确认死亡状态的数据库——不仅是
术后30天，也包括长期随访中的状态[28]。

结论
我们欢迎Brown[1]以及Grunkemeier和Furnary等[2]
人对STS ACD数据可靠性的兴趣，并邀请他们参加我们
目前正在进行的任一项目。20多年来，获得完整和准确
的数据是STS ACD管理层主要关注的目标，协会也承
诺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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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胤 翻译 陈彧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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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手术

区域化对肺叶切除手术结果的影响：一项加拿大的全国性研究

目的：通过观察加拿大医院的肺叶切除样本量随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对住院时间和院内死亡率的影响，探讨区域化
对胸外科手术的影响。

方法：抽取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所出院摘要数据库1999~2007年接受肺叶切除患者样本数据资料。应用logistic回
归分析住院死亡率，将住院时间进行对数转换后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横断面研究医院手术样本量，住院死亡率和
住院时间，采用聚集控制。对医院每年手术样本量变化结果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控制查尔森合并症指数
及其他混杂因素。

结果：共纳入可研究病例数19 732例，其中男性10 281例（52%），平均年龄63.3岁。2007年较1999年的住院死亡率
相对危险降低45%（95% CI，21~61；P =0.001），住院时间缩短了19%（95% CI，12~25；P <0.0001）。就各医院间的
手术样本量相比较而言，每增加20例手术，其住院死亡率的相对危险降低15%（95% CI，9~19；P <0.0001），住院时
间相对缩短5%（95% CI，3~7；P <0.001）。各医院间手术样本量及住院死亡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在加拿大，肺叶切除术的住院死亡率和住院时间有降低趋势。多变量分析显示，手术量与住院死亡率的改善
相关，但是在某些医院手术量增加后，其死亡率并没有相应减少。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大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患
者比例有所增加，因而推测大型医疗中心的治疗效果也有所改善。这也支持区域划分政策对肺叶切除手术的影响。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 140: 757-63）

关性证据存有争议，然而，一些来自英国、加拿大和美国
的研究也未能证实医院手术量对治疗效果有益[8-10]。此
外，许多小型研究机构通过高质量的治疗改善疗效并已
将有利的结果发表在相关文献中[11]。
有资料表明，医院手术例数与许多高风险手术包括
肺癌手术的预后有一定的关联[1-4]。在美国，大量证据显
示，医疗机构的手术例数多少与肺叶切除和全肺切除术
后的短期效果改善相关

[4-6]

，远期疗效改善也与医院手

[4]

术例数相关 。也有研究表明，癌症机构中心的治疗效
果与手术例数关系不大 [7]。这些关于手术量与预后的相

由于许多刊物引用标准不同，目前关于如何界定一
个大样本医疗中心还缺乏普遍接受的标准。胸外科学会
（the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的数据库[12]，
一个长期致力于胸外科手术研究的数据库，报告称每位
术者每年参与肺叶切除术的中位手术例数为31.4 例，但
手术量范围从1例至128例不等。每年的肺叶切除数量达
19~37例的医院被认定为大样本医疗中心[1,13]。加拿大安
大略省将每年完成150例解剖性肺切除作为大样本医疗
中心的认定标准[14]。影响疗效的界定标准在不断改变，
除了手术样本量，其他因素也常常被认为对结果的变异
有影响[15]。
医院手术量与手术疗效之间呈正相关的证据暗示
应在大样本医疗中心开展区域化治疗[16]。在加拿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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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所有医院出院信息。收集患者

缩写及缩略语
可信区间
国际疾病分类法
住院死亡率
住院时间
标准差

的年龄、性别、入院日期、LOS、IHM、手术地区、机构编
码、手术者和患者分布等不确定信息。为校正患者危险
因素，使用ICD-9和ICD-10的诊断规范[20]来估算查尔森
合并症指数，这一方法已经得到证实[21,22]。此项研究得
到大学健康网络伦理研究委员会批准。

属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的医院胸外科按照区域划分

应用描述性分析确定病例手术样本量、住院死亡

分别在2001年和2004年依据相关文献报告相应地增加

率和住院时间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应用随机效应模型

了财政和资源支持，以促进最佳治疗 [14,17]。在加拿大最

Logistic回归分析住院死亡率，住院时间经对数转换后

大的安大略省，区域化已经成为衡量专业医疗中心方便

采用线性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未调整的回归分

性和有效性的必备条件。其他许多省也将较小的医学中

析用于观察结果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建立医院的年肺叶

心有效地区域化整合但没有增加相应投入。一些学者

切除样本量对住院死亡率、住院时间结果的影响效应模

警告称区域化政策存在某些潜在的不良作用[11]，迄今为

型，校正年份、性别、年龄、查尔森合并症指数（每个得

止，这些关于医院样本量大小对手术效果的不良影响尚

分独立计算）、住院地区（以安大略省作为参照），包括

未得到证实。学者们推测，随着医疗机构规模的扩大或

每家医院在研究期间的平均手术样本量。每个机构每年

者选择性地将患者转诊至大样本医疗中心，患者的疗效

增加20例手术样本量认定为有临床相关性意义。
随后我们在每家医院分析了肺叶切除样本量的改

会有所改善。
之所以选择肺叶切除来说明区域化因素对胸外科

变带来的影响。通过对每家医院进行多变量因素分析，

手术效果的影响，是因为它是胸部肿瘤中最常见的手术

无论是年平均绝对差异还是年平均相对差异，都取得了

操作，报道称其死亡率为0.8%~3.8%[9,12,18,19]，发病率为

相似的结果。我们目前对医院手术样本量分析采用绝对

15.3%~47%[12,18,19]。

差异分析。每个机构每年增加20例手术样本量认定为有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加拿大国家的肺叶切除术

临床相关性意义。

的术后住院时间（length of stay，LOS）和住院死亡率

在多变量模型中，手术样本量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

（in-hospital mortality，IHM）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描述

析。按照医院完成手术样本量的多少划分为小、中、大样

手术短期疗效与医院手术样本量的相关性，两者都限定

本量医院，大样本量医院每年完成50~100例肺叶切除手

在医院范围内。

术，中样本量医院每年完成超过10例，但低于大样本量
医院下限值例数。绘制图表后可以看到，将大样本量医

资料和方法

院临界值定于每年完成肺叶切除60例（或每周1例）是
基于我们的数据能够在这个临界值上及时更新。小样本

自19 9 9 年至2 0 0 7年，所有年 龄 大于18岁的肺 叶
切 除 患者的信息记录在 加拿大 卫 生信息研究所出院

量医院定义为每年完成肺叶切除的手术量少于10例，或
每月完成约1例肺叶切除手术。

摘 要 数 据库 [2 0 0 4 年之前的病例采用国际疾 病分类
（International Cls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第9版

结果

修订规范编码44.4，2004年之后的病例采用第10版修订
规范编码1.GR.89.DA/NW/QB]。排除扩大手术切除和

19 9 9 ~2 0 0 7年间，本研究共纳入19 732例患者，

双肺叶切除。出院摘要数据库包含加拿大魁北克省和除

其中男性10 281例（52%）。平均年龄为63.3岁[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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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加拿大每年肺叶切除手术量。* 误差线表示95% CI。

（standard deviation，SD）为13.2，年龄范围为18~94

图3 整个研究期间死亡率与手术完成量相关横断面研究
示意图。

岁]。平均查尔森合并症指数为2.26（SD =1.30）。研究
期间查尔森合并症指数的均值从1.9上升至2.3。如图1所

每年的住院死亡率如图2所示。未校正分析结果

示，每年的手术完成样本量在研究期间从2120例增加至

表明，研究期间住院死亡率的相对风险降低45%（95%

2561例。82.8%的患者术前诊断为肺癌。2003年肺叶切

CI：21~61；P = 0.001），住院时间缩短19%（95% CI：

除手术样本量的减少归因于重症急性呼吸衰竭综合征

12~25；P <0.0001）。研究期间的住院死亡率从1999年

的爆发。

的3.1%，下降至2007年的1.95%。同样，每年的住院时间
也从1999年的10.4天（SD=12.2）缩短至2007年的8.9天

4

（SD=10.1）。
当研究手术样本量对死亡率的影响时，研究者发现
每年完成少于10例肺叶切除手术的小样本研究中心死

年手术死亡率（%）

3

亡率最高，为4.8%；而每年完成超过100例肺叶切除手
术的大样本研究中心死亡率最低，为1.8%（图3）。
校正后的住院死亡率和住院时间风险模型如表1所

2

示。住院死亡率和住院时间的降低与医院手术样本量的
增加存在相关性。对年龄、性别、查尔森指数进行校正
1

后，每家医院每增加20例手术样本量，则住院死亡率相
对风险降低15%（95% CI：9~19；P <0.0001），住院时间
相对缩短5%（95% CI：3~7；P <0.001）。表1说明男性和

0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年

图2 加拿大每年肺叶切除死亡率。* 误差线表示95% CI。

年龄增加与不良预后相关。然而当校正患者的已知因素
和手术样本量后，医院每年手术样本量仍然是一个显著
性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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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住院死亡率和住院时间的多变量回归模型
住院死亡率

优势比

下限 95%

上限 95%

P值

优势比

下限 95%

上限 95%

P值

年平均手术量（每例患者）
相对样本量
年份
性别（男性）
年龄（每10岁）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住院时间
年平均手术量（每例患者）
相对样本量
年份
性别（男性）
年龄（每10岁）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查尔森指数值

研究中单家医院手术样本量发生变化与住院死亡率

手术样本量和短期疗效间的相关性的研究。我们发现尽

没有显著性关联。在某一指定医院观察到，每增加20例

管患者的合并症越来越多，且肺叶切除的手术样本量也

手术样本量，住院死亡率相对增加5%（95% CI：-18~6，

在不断增加，但住院死亡率和住院时间却有显著下降。

P =0.39）；与之相反，这家医院每增加20例手术样本量，

2007年在加拿大完成了大约2600例肺叶切除术，这种

住院时间相对缩短了4%（95% CI：1~6；P =0.0005）。各

改变挽救了大约26例生命，并缩短了3900例患者的住院

省之间在住院时间上有显著性差异，而在住院死亡率方

天数。这在胸部手术发展中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同时可

面却没有显著性差异（数据未公布）。

能对胸外科其它手术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研究期间患者就诊于不同样本量的医疗中心情况详

尽管多变量分析模型表明在不同医院之间，医院手

见图4。1999年，在加拿大有77家医院开展肺叶切除手

术样本量越大，死亡率越低，但对于单家医院，死亡率

术，而在2007年为69家医院。大样本研究中心（每年手

并没有随着其手术样本量的增多而产生变化。此外，我

术样本量超过60例）的手术完成量从49.7%增至65%，中

们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术样本量大的医院其整

等样本研究中心的手术完成量（每年手术样本量11～60

体校正后死亡率在下降，这与美国的报道类似[23,24]。尽

例)从43.4%降至31%，小样本研究中心手术完成量从

管样本总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加能够解释这一现

6.9%降至3.2%，这表明大样本研究中心的手术完成量总

象，但是只有5.6%的机构属于中型和大型医疗机构。因

体上有所增加。

此，死亡率的下降可能与越来越多的肺叶切除术在大
样本中心治疗，而没有在那些平均死亡率较高的小样本

讨论

中心治疗有关。这说明在加拿大实施肺叶切除术时，选
择性地转诊至有量效关系的大样本医疗中心治疗是最

这是一项针对加拿大1999~2007年间医院肺叶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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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选择。

70%

不同医疗中心的手术完成量

70%
60%

>60例/年

60%

50%

50%

40%

40%

11~60例/年

30%
20%
10%

≤10例/年

0%

研究的不足之处
我们的研究有一些不足之处。对于混合性个体与
合并症的统计需要进行量效关系研究，但是我们受限于
“查尔森合并症指数”的使用，这是一种针对整个人群
的有效研究方法，被用于其它量效研究中。然而应用这

30%

种方法统计合并症疾病，如充血性心力衰竭、糖尿病、人

20%

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肾衰竭、癌症等，并未包含所有

10%

可能增加肺切除风险的因素。其他重要的指标如第一秒

0%

用力呼气量、一氧化碳在肺中的弥散以及运动试验都未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手术年份

包含在“查尔森合并症指数”之中。在这项研究中，住院
死亡率和住院时间也并未按照预期统一进行查尔森合
并症指数转化。对于因炎症而行肺切除术患者的可预测

图4 在不同样本量医疗中心治疗的患者比例变化示意图

性结果较差恰恰解释了这一点：许多患者本身是应该获
得相对较低的查尔森评分的。每一种评分都是独立分

影响死亡率的因素包括患者自身因素和医院肺叶

析的，没有其线性统计结果。查尔森评分是用来统计恶

切除术的平均手术样本量。患者和样本特征及整体查尔

性疾病的，但我们并没有将分期信息纳入数据库，这就

森合并症指数的增加，以及在大样本医疗中心治疗患者

局限了我们对于疾病更为严重患者的掌控能力。尽管目

比例的增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年龄则相

前对于这一点不会影响那些经过认真挑选患者的短期

对较为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率增加却超

效果尚存在争议。

出了这些因素解释范畴。这些附加作用是否归咎于对危

在我们的研究进行中，ICD-9编码转变为ICD-10。

重患者进行的疾病降期，择期手术或早期干预，还不是

每一个省的研究都在不同时间包含了这一变化。ICD-10

很清楚[25]。电视辅助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在大样本医疗中

编码系统比ICD-9更加具体化，因此我们应用不同版本

心的应用越来越多，这作为一个潜在的外科因素改善了

标准进行同一类疾病的归纳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

预后，但是在加拿大由于法规的限制，它的效果难以达

这些结果始终贯穿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以这并不是一

到预期，所以对这项技术仍在接纳中。转诊到大样本医

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查尔森合并症指数”是以ICD

疗中心的程序的转变是唯一可能改变的外部变量。事实

编码准则为基准而形成的，但编码系统的变化并不影响

上，确实有一部分患者被转诊到大样本医疗中心。

查尔森指数在涵纳并发症方面的效果[20-22]。

我们的研究还涉及到单家医疗中心的样本量改变

区域性胸外科医疗机构依据由量效关系产生的交

对结果产生的影响。显然，增加单个医疗中心样本量并

叉部门的证据数量，转变为大样本手术中心，这方面的

不能对死亡率产生影响，但当单家医院的样本量增大

理念是积极的。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短期效果和大样本

后，其住院时间会有显著改善。住院时间经常被作为一

中心之间的交叉性关系。另外，研究还显示：一段时间内

个评价医疗质量的标准，减少住院时间意味着患者管理

的短期死亡率有所改善，这一变化部分原因是由于更多

水平（包括术前患者的选择、术中护理、术后恢复、减少

的病例在诸多大样本中心接受了治疗，而不仅仅是某一

并发症）的提高。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和时间的推移，

家机构内部的变化。这些结果支持了一种理念：医疗服

这一改善可能代表实践中的改变，或许也能提高医护的

务应继续向着区域性大样本中心发展。然而我们并未考

效率以应对医疗经济压力。

量区域性中心除了在样本量上有明确的优势之外，是否
11

还有其他程序化的优势诸如：专业化的服务、人员的配
备以及更加丰富的经验等。这项研究也显示：对于胸外
科中心系统的倾向性使我们优化了进行肺叶切除术患者
的术后结果。另外，该研究还强调了对数据结果收集和
分析的重要性，从而准确评估我们努力提供高质、高效
健康服务的有效性。

结论
在一段时间内，各种倡议在加拿大的实施促进了患
者的胸外科治疗，肺叶切除患者的住院时间和住院死亡
率都有所下降。大样本量中心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结果
的改善。虽然增加一所医院内部的样本量与降低住院时
间是相关的，但我们尚未发现死亡率与既定医院年样本
量的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大样本中心接受治
疗的患者比例随着时间而增长；在多变量模型中，样本
量也与结果改善相关。由这些结果可以推断，大样本医
疗中心在推动改善住院时间和住院死亡率方面起重要作
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继续推动服务于区域大样本医
疗中心的政策。这项研究还特别强调了对于可预测性数
据结果分析的重要性，依据其来准确评估为提供高质、
高效健康服务所做努力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讨论
Dr Yolonda Colson（Boston, Mass）. 您对加拿大
胸外科向区域化服务转变的一段时间内，大约20 000例
接受肺叶切除患者的住院死亡率和住院时间进行了分
析。您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大样本研究中心，研究期间
住院死亡率相对危险减少45%和住院时间减少19%与手
术例数增加有关，提示区域化的优势。尽管随着手术例
数增加住院时间有所缩短，但住院死亡率并没有相应减
少，这提示手术样本量的增加并不是唯一的解释。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观测数据能够适用于其他方
案和卫生保健体系，基于您的陈述和文章我有三个问题
要提问。
首先，请您描述一下区域化是如何在加拿大启动开
展的，我们对此并不熟悉，它与您提出的数据有何关联？
举例来说，正如你在文章中描述的那样，2005年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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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的患者例数骤增是一个逐渐过渡还是强制性

Dr Finley. 当然有一定比例的研究中心的患者例数

转移，能否评论一下在2003年之后是什么因素推动肺叶

和设施超过了这个限定值，但是我们观察到这种影响主

切除术中的人数显著增加？

要体现在小样本研究中心的数量在减少，面临破产。

Dr Finley. 加拿大的医疗保健机构以行政省为基

Dr Colson. 大样本研究中心就诊病例数的增加与

础，所以各省区域化进程的方式和情况不同。最早开始

死亡率的明显下降有显著的对立，但是在专科医院样本

的是英属哥伦比亚省，早在20 01年制定了这项政治决

数的增加并没有伴随死亡率的下降，对不对？

策，但直到2003年左右才开始实施。他们有组织地集中

Dr Finley. 是的。

各专业的医生并且加大在这些中心的资源投入。艾伯塔

Dr Colson. 既然看来样本量不能解释一切，你的研

省没有一个正式的区域化进程，但的确把外科医生集中

究是否从本质上反映出区域化最重要的好处，实际上可

在当地医疗中心。安大略省人口最多，也产生了最大效

能是将更多的病例转移到低死亡率的医院，从而显示这

果。安大略省2004年开始了区域化进程，现在仍在进行

些医院整体死亡率的减少？对于如何使这些大样本研究

中。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研究后期手术量有最

中心真正成为低死亡率研究中心，你有什么个人见解？

大改变的原因。

Dr Finley. 这个问题提的好，因为有一些小样本研

考虑到目前完成的肺叶切除术的数量，加拿大肺癌

究中心死亡率较低因而研究效果非常好。然而，平均来

发病率已经达到最高，而且每年仅以约1%的速度递增，

说，大样本研究中心显示出更好的研究结果。显然一个

因此它不能解释手术完成数量的增加。我没有目前的数

患者死亡的许多因素超出外科医生控制。我们密切地参

据，但在这段时间内，全肺切除数量明显减少，由每年

与到患者的治疗中，但许多患者卷入了人为的因素，从病

大约500例显著降低至约250例。因此，这可能是一个解

房护理比率到患者监护水平都影响救治能力。我去年在

释，即外科医生正在尽量避免全肺切除。另外，患者转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看到一篇由Amir

诊于大样本医疗中心，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多学科综合

Ghaferi发表的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他提议小样本研究

诊治，而非直接就诊于外科，直接接受放疗或肿瘤内科

中心和大样本研究中心在并发症的发生率上没有什么差

治疗。这些都是可能的解释。

别，是完全一样的。这是救治的能力，是将患者一旦发

Dr Colson. 那么，判定是大样本研究中心还是小样
本研究中心，是依据它的行政委托还是财政支持呢？
Dr Finley. 几乎所有参与地区都得到更多资金支

病能够挽回的能力。我认为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继续并
发展,因为如果对这些患者没有24小时重症监护或经验
丰富团队，你或许会错过干预的机会。

持，当然，在安大略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省是一种激励推

Dr Colson. 谢谢！

动，但在其他省份因为无需额外的成本完成，也就不太

Dr Thomas Egan（Chapel Hill, NC）. 我对您的报

正式。

告非常感兴趣，但是您的结论是基于准确的标准得出

Dr Colson. 第二个问题，正如你阐述的那样，研究

的。在美国，有一项财政项目鼓励医院进行更为标准化的

期间住院死亡率的降低很可能与手术例数从小样本研

治疗，那么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在您的研究过程中，各个

究中心到大样本研究中心增多相关。然而，鉴于在你们

省内是否也有财政刺激手段，以及您是否注意到在第9

研究过程中肺叶切除的总例数有20%的增加，因为每所

版国际疾病分类标准过期后，样本数量是否有所上升？

研究中心手术例数都有所增加，更多的中等量样本研究

Dr Finley. 随着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由第9版转变为

中心因为他们的手术例数已经超过60例的限定值，也具

第10版，查尔森合并症指数上有着必然的增长。在一些

有和大样本研究中同样的资质，不可能增加的比例全部

省立医院中，对合并症患者进行了一定的经济补偿，所

集中在大样本研究中心吧？

以财政刺激只是一种微弱的趋势。也就是说，加拿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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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研究院得到信息回馈，并根据他们的标准准则系统

以此为基准，如果其他机构每年有一个独立的死亡率的

来对医院进行检查，并定期发布公布来公布其有效性和

话，就不会被纳入研究，是这样的吗？这只是本人的疑

准确性，这些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可靠的。也就是

问而非争论。

说，我们的数据是在国内逐年连续下来的，因此我不认
为版本的改变会产生明显的偏倚。

Dr Todd Demmy（Buffalo, NY ）. 胸腔镜肺叶切
除术的普及率上升在不同区域是一致的，且这一手术方

Dr Paul Waters（Greenwich, Conn）. 我的问题是

式已被证明能够减少住院时间和并发症，甚至对于一些

关于特殊病例的约翰 · 史密斯（John Smith）。约翰 · 史

较为严重的患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他们的住院时

密斯去了一家每年手术量只有10例的小样本量的医院，

间和并发症。你是否注意到胸腔镜肺叶切除术的优势，

但是术后死亡了，那么意味着这家医院的死亡率是10%。

并在您的研究中扩大其比例？

如果约翰 · 史密斯去一家更大的医院，手术量每年达100

Dr Finley. 不是，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我同意

例，如果患者也在术后死亡，那么死亡率就是1%。如此

你的观点，不同的技术确实具有各自的效果。微创胸外

看来小规模的医院是具有先天性缺陷的。在这一点上和

科和重症监护，围手术期评估和更好地分期都会有一定

建立一所移植项目是类似的：如果在第一年手术的样本

帮助，因此我们会挑选更易开展手术的患者。这些都有

量比较小，那么死亡率的数据结果就会比较差。在您的

可能影响结果。

报告中可能提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可能当时未能在场，
希望您对此给予一些解释。

Dr Valerie Rusch（New York, NY ）. 对这些患者
给予最佳治疗确实是一个团队的努力，要求从麻醉师团

Dr Finley. 正如我所说的一样，有一些非常小规模

队到护理团队都要有细致的关怀。你是否有一些方法能

的医院，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担心如何才能以一种公平

检验区域化的影响，如何去制定专业化护理支持或胸科

的方式评价这些机构，而且这也是为何我们以所有人群

麻醉团队以优化对这些患者的关怀，这也可能影响你的

为基础来将所有医院都加入进行观察的理由。大部分医

结果。

院做的工作十分出色，现实中指出某家医院做的统计工

Dr Finley. 从这研究很难评估这一结果，但可以肯

作完全偏离了可接受的范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一所每

定的是，不同的区域制定了不同的支持这一进程的患者

年只有10例肺叶切除术样本量的医院也会接受4或5年

关怀系统。在英属哥伦比亚州，有专门的外科医生，在

的评估，来了解它们是否偏离了可接受的统计学水平。

这些中心有着专门的护理和教育模式。在安大略省的医

所以您是正确的，在一所特定的医院和特定的年份里，

院也有着专门的护理和激励机制，这也使得其他重要服

认为小规模医院是有弊端的话是不公平的，但这是一项

务得到加强。在The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有一些

以所有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我们研究了20 000例病例并

准则推荐单一给付体制，他们列出了一些对区域化中心

将所有分组进行了统计。

有用的标准，包括24小时放射干预，重症监护以及辅助

Dr Waters. 也就是说您对小样本医院进行了为期
5年的观察，您把可接受的统计学底限设置为6%，那么

人员如特殊护理和呼吸治疗。但我也同意你的观点，特
殊护理和特殊麻醉会极大地改善这种情况。

（王猛 翻译 张逊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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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血管病

501例冠状动脉口下Ross手术：14年外科经验与效果

目的：在过去的10年中，全主动脉根部置换的Ross手术已成为主动脉瓣膜疾病的主要外科治疗手段。然而，因自体
移植物的进行性扩张而导致的最终手术失败仍然值得关注。本研究对14年来冠状动脉口下Ross手术的技术要点以
及手术效果做一总结。

方法：自1994年6月至2007年12月，共计501例患者接受了Ross手术（平均年龄为44.9±12.9岁；其中女性117例，男
性384例）。随访截止时间为2008年12月，平均随访时间为5.9±3.6年（0.1~14.1年），共计2931人年，随访完成率达
98.2%。

结果：本文就相关手术细节加以描述。早期和远期死亡率分别为0.4%（n=2）和4%（n=20）。瓣膜相关性死亡率为
1.2%（n=6），然而随访人群的总体生存率和正常人群并无差异。有22例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其中9例大出血，8例
自体移植物心内膜炎，10例同种移植物心内膜炎。术后10年免于自体移植物或同种移植物二次手术率达到91.9%。
大多数患者的术后血流动力学满意，并且没有一例发生主动脉根部扩张。

结论：冠状动脉口下Ross手术的中期效果及手术后的生存率令人满意，瓣膜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低。但是远期效果还
需要不断的临床观察来证实。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 140: 816-22）

效果[2,3]，而且在不需要终生抗凝的情况下，发生栓塞的
风险也极小[3-6]。这一点尤其受到年轻患者的青睐，因为
在这类人群中，无论是机械瓣相关的并发症还是生物瓣
的使用耐久性问题都会对其生活质量带来巨大影响[7]。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和晚期都有关于Ross手术
完美效果的报道 [4,5,8]，但就外科手术技术复兴而言，都
以自体肺动脉移植物来治疗主动脉瓣疾病首先是由
Donald Ross于1967年创立的[1]，是唯一的理论上可以带
来各种自体组织瓣膜益处的主动脉瓣置换方法，可以取
得类似于生理上的主动脉瓣膜的运动功能和血流动力学

没有详细的观察报道[3,9-12]。
尽管Ross手术最早采用冠状动脉口下的移植方式[1]，
这项技术的复杂性使得模仿复制该手术的早期和晚期效
果变得很难[1,5]。全根置换的Ross手术由此诞生，该术式
是以肺动脉根部完整替换主动脉根部[4,8,13]。国际Ross手
术登记显示这一手术已被广泛接受，目前81%的接受Ross
手术的患者采用全根置换Ross手术[14]。然而，由于肺动脉
根部长期承受体循环的压力而进行性扩张，最终导致术
后7到9年时二次手术率的增加这一问题逐步引起人们的
重视[9,10,15,16]。自1994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开展冠状动脉口
下Ross手术。本文将详细描述该术式的技术要点，并将
501例患者的术后随访结果进行汇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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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

缩写及缩略语

术后1、3、6、12个月以及此后每年都要进行前瞻性随

可信区间
国际疾病分类法

访，对患者进行临床评估并行连续的标准化超声心动图
检查[11]。所有的围术期以及术后事件都依据新版（2008
年）心脏瓣膜术后死亡率及发病率报告指南来判定[17]。

资料和方法

超声心动图的评估细节参见先前的研究报道[11,18,19]。该研
自1994年6月至2007年12月，我们共为501例患者进行

究数据库的截点定为2008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随访

了冠状动脉口下Ross手术，占该期间本中心所有主动脉

完成率达到98.2%。平均随访时间为5.9±3.6年（范围：

瓣手术的9.6%。此期间我们还进行了6例全根置换的Ross

0.01~14.1年），累计达2931人年。

手术（没有包括在该研究中），主要是主动脉根部严重破
坏的患者，包括心内膜炎、换瓣以及同种移植后的二次瓣

统计学分析

膜手术导致主动脉根部的严重破坏。该研究中还包括了

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以绝对值

33例采取主动脉内柱形植入的患者，因为无论是该研究

或是百分比表示。对远期生存率、术后无并发症事件以

还是以往的研究，都没有发现这种主动脉内柱形植入术

及瓣膜功能的评价采用Kaplan–Meier法，数据截点选

，因此，我

择在术后12年（此时仅有10%的患者仍存在风险），以

们决定将这些患者也纳入到冠状动脉口下的Ross手术

确保统计分析的准确性以及结论的合理性。每例患者的

组人群。手术适应证采用的是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心

生存期于手术开始计算，以死亡或是最后一次随访为终

脏病学会指南[17]。凡是存在严重的左室功能下降，严重

点。根据年龄和性别配对原则，将患者的远期生存率与

的冠状动脉疾病，结缔组织病或是活动性风湿病，主动

德国普通人群的寿命表2004/2006（www.destatis.de）

脉根部解剖严重畸形，或是肺动脉瓣膜结构残缺，以及

进行比较。无事件发生率的分析始于开始手术的时间，

无法控制的高血压都被视为Ross手术的禁忌证。我们本

终于事件（如二次手术，血栓栓塞，出血）发生，或最后

着这样一个理念，即Ross手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主动脉

一次随访或死亡时间点。对于失访患者的统计，截止时

瓣膜手术，除了考虑常规因素外，还要考虑到解剖问题，

间设定为最后一次调查时间。

式与冠状动脉口下的Ross术式存在差异

[3,11,15]

技术问题，以及患者、外科医生或是心脏内科医生的态

应用SPSS1 3.0统计软件（SPSS，Inc，Chicago，Ⅲ）

度问题，否则不能随意开展。表1列出了患者的人口学信

进行所有数据的分析。作者能获取所有数据并负责数据

息以及瓣膜相关的术前参数。术后早期，采用阿司匹林

的完整性。所有患者都会在术前或是每次随访前签署知

100 mg/d联合低分子肝素抗凝1周，然后口服阿司匹林

情同意书。该研究得到地方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临床试

100 mg/d持续3个月。

验ID：NCT 00708409）。

结果

手术技巧
5年来，手术技术不断进步，自此以后，手术方式基
本上已经标准化（见网络视频1）。然而，随着经验的积

死亡率

累，术式也在不断改良。采用标准的中低温体外循环。

早期死亡率 早期（<30天）全因死亡率为0.4%（n=2，1

最初的1年主要应用晶体停搏液，后来使用冷血停搏液

例死于术后3天顽固性室性心律失常；另1例死于感染性

每20分钟间隔灌注一次。详细的手术技巧如图E1-E9所

心内膜炎换瓣后7天出现的左主干血栓栓塞）。自体移植

示，原刊网络在线提供手术视频。

物功能良好。在其余291例中没有出现早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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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群

表1 患者人口学资料和术前基本情况

ROSS手术人群

~

0.8

生存概率

n
平均年龄，岁（范围）
<20
20~40
41~60
>60
性别
男性
女性
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
Ⅰ
Ⅱ
Ⅲ
Ⅳ
射血分数（%）
>50
30~50
<30
糖尿病
高血压
肾功能不全
心律
窦性
房颤
起搏器
血流动力学诊断
狭窄
返流
混合病变
人工瓣膜功能不全
主动脉瓣形态
三叶瓣
二叶瓣
单瓣
其它类型
病因
先天性
退行性变
粘液性变
风湿性
急性心内膜炎
既往主动脉瓣的干预
瓣膜置换
瓣膜成型

1.0

0.6
1年： 99.4% CI 98.6%~100%
5年： 97.4% CI 95.8%~99.0%
10年：94.7% CI 91.8%~97.6%

0.4

0.2
患者风险：

0.0

501

0

439

343

253

165

96

51

2

4

6

8

10

12

手术后时间（年）

图1 按照年龄和性别配对原则，比较冠状动脉口下Ross手
术人群与正常人群的生存概率。CI表示95%可信区间。

死亡。
心源性死亡 心源性死亡人数为8例（LOR值为0.27%/人
年）。包括6例瓣膜相关性死亡和2例非瓣膜相关性心源
性死亡。
全因死亡率 全因死亡率包括早期死亡的20例（4.0%，
0.68%/人年）：8例为心源性死亡，6例为恶性肿瘤，1例自
杀，1例为非心脏手术后的多器官功能衰竭，1例肾衰竭，
2例出血事件（高血压脑出血，食管静脉曲张出血），1例
中毒性死亡。图1显示了累计的总生存率与年龄和性别
相匹配的德国普通人群生存率的期望值比较。

并发症发生率
有5例患者术后早期（术后14天以内）需要植入永久
性起搏器。
瓣膜结构损害 依据纽约心脏病协会（New York Heart

瓣膜相关的远期死亡率 瓣膜相关的死亡率为1.2%[6例

Association）的标准，对临床心功能造成影响的瓣膜结

患者，线性发生率（linearized occurrence rate，LOR）

构损害的患者共有8例。超声心动图能够清楚显示这些

为0.2%/人年]：1例死于冠脉栓塞，1例死于顽固性室性心

患者的瓣膜病变程度（2例存在Ⅱ或Ⅲ度的主动脉瓣返

律失常，1例死于手术处理后的瓣膜心内膜炎（起初为二

流；6例患者肺动脉同种移植瓣膜的平均跨压差增高）。

尖瓣感染性心内膜炎，最终累及自体和同种移植物），2

其中6例患者虽未发现明显的瓣膜功能不全，但是左室

例为突发不明原因的死亡（最后一次随访均未发现瓣膜

收缩功能明显下降。有13例患者的瓣膜结构损害是通过

问题），1例因所有4个心脏瓣膜的严重返流而心力衰竭

二次手术证实的（9例是自体移植物，4例是同种移植物，
17

2.5~3.0）其中慢性或阵发性房颤者26例，血管性栓塞或

详见二次手术部分）。
研究发现，非结构损害

心源性栓塞者3例，深静脉血栓者3例，因慢性闭塞性外

有2例在同种移植物二次手术中确诊

周动脉疾病而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1例。对于所有33例

（1例是患者与同种移植物不匹配，1例是瓣环的扩张），

合并冠心病或周围血管疾病的患者要进行抗血小板治疗

另2例在自体移植物二次手术中确诊（1例是瓣环的扩

（阿司匹林100 mg/d）。对于无血管疾病指征的患者，16

张，1例是窦管结合部的扩张）。

例接受了阿司匹林100 mg/d的治疗。

瓣膜血栓 1例患者尽管术后常规服用阿司匹林，但还

血栓、栓塞及出血复合事件

是在同种移植瓣膜术后14个月因窦内瓣膜尖端广泛血

栓塞及出血复合终点事件（6.8%，LOR值1.16%/人年）。

栓附着而接受二次手术。除此之外，伴随心内膜炎的治

手术相关的瓣膜感染性心内膜炎

愈，瓣叶发生撕裂。但并未观察到自体移植瓣膜血栓。

没有发生心内膜炎。有5例患者发生晚期自体移植瓣膜心

栓塞 术后30天之内，1例患者发生卒中（术后第5天，该

内膜炎并伴有主动脉瓣重度返流（1.0%，LOR值0.17%/人

患者术后服用阿司匹林和普通肝素22 500 IU/d），5例发

年）：1例急性心内膜炎，2例亚急性心内膜炎，2例治愈。

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所有患者均在术后服用阿司匹林

其中2例进行了机械瓣置换，另3例进行了生物瓣置换。其

和普通肝素22 500 IU/d）。

中还有1例同时合并了其他同种移植瓣膜的感染性心内

非结构损害的瓣膜功能不全
的瓣膜功能不全

[17]

出院后，16例患者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3.2%；

共有34例患者发生了血栓、

术后早期（30天内）

膜炎，所以同时进行了另一个同种带瓣移植。

LOR值为0.55%/人年；7例中风，9例短暂性脑缺血发

6例患者（1.2%，LOR值0.20%/人年）发生了同种移

作）。其中卒中患者中有5例因术后新发房颤（均未接受

植瓣膜的感染性心内膜炎：3例为急性心内膜炎（其中1

抗凝治疗），另2例是术前患有颈动脉疾病。短暂性脑缺

例患有自体和同种移植瓣膜的心内膜炎），1例为亚急性

血发作患者中5例是由房性心律失常所致，另4例与颈动

心内膜炎，2例为感染性心内膜炎治愈后出现了瓣膜损

脉疾病或是主动脉弓血栓斑块形成有关。

害。其中1例因反复发生同种移植物的心内膜炎必需进

非脑血管栓塞事件 1例患者由于发生冠脉栓塞而并发

行二次手术治疗。所有的同种移植物感染的病例都进行

顽固性心源性休克，最终导致术后早期死亡（见死亡率
部分）。1例患者发生股动脉血栓栓塞（该患者窦性心
1.0

出血 9例患者发生了大的内出血或外出血事件（1.8%，
LOR值0.31%/人年）。1例术后口服抗凝药物治疗的房颤
患者，头颅外伤后引起硬膜外血肿。另有1例患者术后并
未接受抗凝治疗，头颅外伤后引起硬膜下血肿。此外，1
例接受抗凝治疗的患者出现硬膜下血肿，另有1例出现胃
肠出血。还有1例接受抗凝治疗的患者出现了自发性血
胸。2例患者出血后死亡（1例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

免于自体移植瓣膜再手术率

律，二尖瓣狭窄，未使用抗凝治疗）。

0.8

0.6

0.4

0.2
患者风险：

另1例为高血压脑出血，两者均未进行抗凝治疗）。另有2
例胃肠出血患者未接受抗凝治疗。任何死亡都与心脏本
身条件以及特殊的心血管药物治疗无关。
抗凝治疗 最后一次随访发现，有35例患者正在接受
口服抗凝剂治疗（苯丙香豆素，目标国际标准化比值为
18

1年： 99.2% CI 98.4%~100%
5年： 98.5% CI 97.3%~99.6%
10年：94.7% CI 91.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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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免于自体移植瓣膜再手术的情况。CI表示95%可信区间。

了同种移植瓣膜置换手术。反复发生同种移植物的心内

还有上述未提及的1例原发性二尖瓣心内膜炎患
者，在生物二尖瓣置换术后出现三尖瓣心内膜炎，并累
及生物二尖瓣、自体移植瓣膜以及同种移植瓣膜。患者
在二尖瓣置换术后1周死于感染性休克。
药物治疗的瓣膜相关性心内膜炎

自体感染性心内膜

炎和同种移植瓣膜心内膜炎经药物保守治疗后分别有3
例和4例患者（1.4%，LOR值0.24%/人年）成功治愈。
对于所有手术和药物治疗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
的LOR值为0.65%/人年。
有23例患者（4.6%，LOR值0.78%/人年）进

二次手术

行了26例次二次手术，累及28个Ross手术相关的瓣膜。

免于自体和同种移植瓣膜再手术率

膜炎的病例最终选择了无支架生物瓣膜治疗。

1.0
0.8
0.6
0.4

1年： 99.2% CI 98.4%~100%
5年： 97.4% CI 96.0%~98.7%
10年：91.9% CI 87.9%~95.8%

0.2
患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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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同时免于自体和同种移植瓣膜再手术的情况。CI表示
95%可信区间。

从初次手术到二次手术的时间间隔为4.82±4.00年（范
围，0.01~11.7年；中位数为2.85年）。10例患者（2.6%，

瓣膜结构损害伴主动脉瓣返流以及5例主动脉瓣的心内

LOR值0.44%/人年）的13次干预（其中1例患者由于反复

膜炎（对其中2例瓣环脓肿但不合并返流的患者进行了

感染性心内膜炎而进行反复的干预）仅针对肺动脉管

紧急干预，1例亚急性心内膜炎，另2例虽然心内膜炎得

道。12例患者（2.4%，LOR值0.41%/人年）只进行了自体

到控制，但伴有瓣尖穿孔和中重度主动脉瓣返流）。15

移植瓣膜的再干预。3例患者（0.6%，LOR值0.10%/人

例自体移植瓣膜再手术的患者中7例为瓣叶脱垂（其中1

年）进行了针对自体和同种移植瓣膜的再干预。

例急性心内膜炎），7例当中2例伴有瓣环扩张。3例自体

对于15例自体移植瓣膜（其中3例为同时对自体和

移植瓣膜再手术的患者存在瓣叶穿孔（其中1例心内膜

同种移植瓣膜的再次手术干预）的再干预指征包括10例

炎患者）。没有1例因为升主动脉扩张而进行再手术。自
体移植瓣膜再手术与瓣膜的形态并无明确关系（主要指
二叶瓣和三叶瓣之间，P =0.3）。自术后到自体移植瓣膜

1.0

免于同种移植瓣膜再手术率

再手术的间隔为0.01~11.7年（平均5.31±4.25年；中位数
6.8年）。有7例患者使用了机械瓣，6例使用了生物瓣，1

0.8

例使用了同种移植瓣植入，1例进行了自体移植物的重
0.6
0.4

建。未再次进行自体移植瓣膜手术的分析见图2。

1年： 99.8% CI 99.4%~100%
5年： 98.5% CI 97.3%~99.7%
10年：96.8% CI 94.5%~99.1%

在13例对肺动脉瓣移植物进行再手术的患者中（包
括3例同时对自体和同种瓣膜干预，1例进行了3 次手
术），4例表现为瓣膜结构毁损（4例肺动脉瓣Ⅲ度返流，

0.2

1例伴有肺动脉瓣狭窄），2例为非瓣膜结构受损（1例是

患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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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免于同种移植瓣膜再手术的情况。CI表示95%可信区间。

患者与同种移植物不匹配，1例是瓣环扩张），7例发生急
性可治愈性感染性心内膜炎（2例为单纯性瓣膜狭窄，5
例为单纯性瓣膜返流，其中4例为Ⅲ度返流，1例为Ⅳ度
返流）。同种移植物再手术距离初次Ross手术的间隔为
19

表2 术后10年免于死亡和其它并发症的情况
事件

免除率（%）

死亡
SVD，伴有AG或HG再手术的nSVD
心内膜炎
血栓栓塞（包括TIAs）
血栓栓塞（除外TIAs）
大出血

表3 最后一次随访时患者的心功能及超声心动结果
95% CI

NYHA 分级

~
~
~
~
~
~

未知

超声心动结果
自体移植瓣膜的跨瓣压差（mmHg）
自体移植瓣膜的返流程度 (分级）

CI ：可信区间；SVD ：瓣膜结构毁坏；nSVD：非瓣膜结构毁坏；AG ：自体移植
物；HG ：同种移植物；TIAs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1~11.7年（平均为4.15±3.73年，中位数为2.2年）。12

无返流
微量
未知

例进行了更换同种移植物的手术，1例反复出现移植物
狭窄的病例接受了一个生物瓣（Shelhigh，Inc，Union，
NJ）后几个月又发生了瓣膜退行性变，因此进行了人工机

同种移植瓣膜的跨瓣压差（mmHg）
~

械瓣膜置换（Carbomedics，Inc，Austin，Tex）。所有的

~

操作都没有采用经皮置换技术。图3和图4分别展示了免

~

于同种瓣膜再手术的情况和同时免于自体瓣以及同种
瓣的情况。所有接受瓣膜相关性Ross二次手术的患者都
存活，且在最后一次随访时仍存活。
主要的瓣膜相关性不良事件

瓣膜相关性不良事件主

未知
同种移植瓣膜的返流程度 (分级）
无返流
微量

~

未知

未知

死亡（n=20）和失访患者（n=3）已经被排除。二次手术的瓣膜已从相应瓣膜功
能部分排除。

的是，接受二次手术的患者，再次手术时的血流动力学

要包括所有与瓣膜相关的死亡，瓣膜相关的并发症：

数据也被包括在以上数据中。

瓣膜结构损害，非结构损害的瓣膜功能异常，血栓，出

随访10年以上的患者

血，栓塞，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神经系统事件，心

的随访。在这些患者中，进行自体瓣膜和同种瓣膜再手

内膜炎，再次介入治疗，以及术后14天内需要植入起搏

术的比率分别为5.3%和3.8%，而随访少于10年的患者分

器

[17]

共有105例患者进行了超过10年

。研究发现，无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的比率在术后1

别为2.3%和1.8%。随访超过10年的患者中，Ⅱ度以上的

年为95.8%（95% CI，94.0%~97.6%），术后5年为90.1%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患者比例为8.6%，而随访少于10年

（95% CI，87.4%~92.8%），术后10年为81.8%（95% CI，

的仅为3.5%。

76.9%~86.7%）。10年内未发生上述不良事件的比率见
表2。
最后一次随访的心功能以及超声心动图情况

讨论
表 3 指

出最后一次随访时，根据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情

本研究为接受Ross手术的患者生存率与正常人群

况以及超声心动图对自体和同种瓣膜的评价。术后5年，

相当（至少在术后前10年无差异）提供了部分证据。这

无 ≥Ⅱ度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无 ≥Ⅱ度的肺动脉瓣关闭

一点还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术前有明显瓣膜病的患

不全，以及无平均跨瓣压差 ≥25 mmHg的同种移植物狭

者，瓣膜疾病常会引起心肌以及结缔组织的相关结构

窄的患者比例分别为94.6%（CI，92.2%~99.9%）、94.6%

变化，从而对患者生存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入

（CI，92.4%~100%）和95.2%（CI，93.0%~100%）。术

选患者时排除了那些严重心力衰竭的病例，而且在术后

后10年分别为85.2%（CI，80.3%~100%）、85.5%（CI，

血流动力学方面，自体瓣膜的跨瓣压几乎等同于正常压

81.0%~100%）和89.9%（CI，86.0%~100%）。需要强调

差，大部分返流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几乎不会造成瓣膜

20

相关的非心源性致死事件，再加上密切的规则随访，可

手术本身，而是由于其它并存的疾病，如心房纤颤。如

能对患者的生存有保护效应。

果在指南报告中考虑到这一点，Ross手术的瓣膜相关并

在全根置换技术中，肺动脉根部的不良重构导致管
道扩张和主动脉瓣返流，最终导致一部分患者进行再手
[9,10,15,16]

发症的发生率将比这里报道的还低，也有点像人工生物
瓣膜的有效性。

。在本研

此外，术后生活质量在本文或指南中都没有提及。

究中，自体移植瓣膜的再手术都是由于瓣叶脱垂所致，

但是，使用健康调查问卷简表－36量表评估患者的生活

而非自体移植物的扩张所致。自体移植物和同种移植物

质量，结果发现Ross手术[25]比机械瓣膜更具优势。包括

再手术的第二原因是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发生，加强心内

患者可以免于噪音的干扰 [26]，可以不需终生抗凝，日常

膜炎的预防治疗是否能够有效控制心内膜炎还有待观

活动也不受限（运动锻炼，职业工作和营养饮食）。生育

察。另一方面，同种移植物随时间推移的退行性变也是

年龄的女性患者因Ross术后未使用抗凝治疗而获益，

个问题，但是，目前有新的去细胞化试剂可以减少同种

比如，有8例女性患者顺产了12个孩子。新指南中也没有

移植物的免疫原性，使得自体细胞重新注入移植物，前

考虑到机械瓣相关的微血栓 [6] 可能造成的持续性认知

景令人向往[20]。尽管报道称去细胞化的异体移植物在右

功能障碍问题 [27]。而且Ross手术后患者无论是休息还

室流出道方面的应用效果很好[21]，就我们自己的经验，

是运动，其血流动力学与正常的瓣膜几乎没有差别[28]，

去细胞化同种移植物的应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而且

左心室肥厚减轻[18]，自体移植瓣膜下游的血流特点接近

结果也没有报道的那么好[22]。这可能是由于大家采用了

于正常[29]，而且Ross手术后冠脉的血流储备也不会像机

不同的去细胞化试剂，再一点就是可能由于我们研究所

械瓣那样发生改变，这都是本文没有提及的Ross手术的

使用的同种移植物都是经过冷冻储存的，这可能会引起

优势。除了这些客观的参数，我们又该如何分级评估患

术。初次手术后7~8年的再手术率增加

严重的瓣叶组织的改变

[23]

。

者在Ross手术后对不良事件（主要是再手术治疗）发生

总体考虑，再手术风险是Ross手术的弱势，尽管在

的恐惧？尽管再手术的可能性很小，且死亡和并发症发

0.1~14.1年间（平均值：5.9±3.6年）观察到二次手术的

生风险低。另一方面，机械瓣患者可能要对突发的不可

风险较低（0.78%/人年），但这一点仍值得关注。本研究

预测的重大事件担心，主要是心脏以外的器官受累，而

中的501例患者中，有7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处于临界状

且可能导致终身残废（如卒中），需要终生抗凝。我们怎

态（尤其是同种瓣平均压差>25 mmHg），这些患者将

样客观评价抗凝治疗相关的微小事件的不足之处，如在

来或许要接受二次手术。经股动脉进行肺动脉瓣置换

口腔治疗中的问题及不明原因出血，鼻出血和不确定的

这一技术的开展可能会对同种移植物失功带来好处，从

大、小事件。

[24]

。有趣的是，冠脉口下

总之，本研究中501例冠状动脉口下Ross手术结果

的Ross手术并不会增加术后7~8年以后的远期再手术风

显示出极好的临床及血流动力学结果，在为期0.1~14.1

险，即使在年轻患者中也是一样，这一点与全根置换手

年（平均值：5.9±3.6年）的观察期内，患者的生存率与

而减少传统的二次手术的需求

术恰好相反

[9,10,15,16]

。但是，本研究中患者的平均随访时

正常人群相当，瓣膜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很低。由于选

间为6年，并且只有远期的观察结果才能得出更确切的

择性偏倚的问题，使得Ross手术很难与机械瓣或是生物

结论。尽管二次手术对于患者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但

瓣手术进行比较。而且要比较Ross手术与其它手术，随

是，在我们的研究中，Ross相关瓣膜的二次手术既无致

机化以及对预后进行评分都是不可缺少的。虽然在为

命性事件发生，也无并发症发生率的增加。

期0.1~14.1年（平均值：5.9±3.6年）的观察期内，冠状动

并发症的发生率低和出血并发症是与抗凝相关的

脉口下Ross手术患者存在一定的再手术风险，但是其发

主要问题，但是本研究中的抗凝治疗往往不是由于Ross

生率是很低的，而且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也未观察到
21

再手术率的增加，这一点不同于全根置换术[9,10,15,16]。总
之，对于主动脉瓣置换的患者而言，无论是Ross手术还
是其它手术，一定要让患者知道以上提及的方方面面。
抉择是很困难的，不单单要考虑到瓣膜移植物的问题，
还要考虑到患者、外科医生、心内科医生，技术细节以
及术后护理等问题。所有的治疗方式都存在内在的优
缺点，我们的Ross手术远达不到理想状态。我们还要继
续努力来改善移植物及技术。对本文所报道的冠状动
脉口下Ross手术的最终评价，无疑需要更长期的随访
研究。

参考文献

附录E
外科技术
主动脉切开及主动脉瓣探查 主动脉要以“S”形切开，
到达无冠窦区域，尤其对于主动脉瓣二叶畸形的患者，
更要采用这样的切口，因为这些患者往往有无冠窦的扩
张，如此以来，可以在关闭主动脉的时候根据自体移植
瓣膜的情况进行调整。如果窦管结合部或是升主动脉的
直径大于50 mm，就要使用复合带瓣管道移植对升主动
脉进行置换。必须要全面仔细的去钙化操作。三叶瓣，Ⅰ
型或Ⅱ型的二叶主动脉瓣[E1]的根部解剖可以为自体移植
瓣膜提供很好的条件，而0型二叶主动脉瓣的根部解剖
对冠状动脉下Ross手术的置换自体瓣膜确实存在挑战。
利用子宫颈扩张器来测量主动脉根部的直径。窦管结合
部的直径至少要与修剪的瓣环相同（见下文）；可以稍大
几毫米，因为自体瓣膜还是有很好的抗扩张相关性返流
的作用[E2]。如果窦管结合部的直径小于自体瓣膜在肺动
脉位置时的直径，那么术后瓣叶脱垂所致的主动脉瓣返
22

流势必会发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剪取1 cm

“U”字开始重复上次缝合方式（图E6）。
“U”字缝合对

左右的心包补片加宽主动脉或是切开主动脉的时候不要

以后的牵拉和固定主动脉根部的自体移植物是很有帮

切开无冠窦。如果窦管结合部或是升主动脉的直径大于

助的，如果瓣环的直径大于25 mm，用2个零聚四氟乙烯

50 mm，则使用复合带瓣管道移植置换升主动脉。

缝线（Gore-Tex suture; W. L. Gore & Associates, Inc,

肺动脉自体移植物的获取 在主肺动脉干的前壁剪开，

Flagstaff, Ariz）或是涤纶片联合打结。涤纶片拉紧每一

远离前交接0.5 cm处剪开半圈，充分暴露肺动脉瓣。大

段缝合（1针“U”字缝合，3针单纯缝合）以固定瓣环直

的瓣叶穿孔、瓣叶增厚或是挛缩，或是四叶瓣被视为

径甚至缩小瓣环（图E7）。如果聚四氟乙烯缝线是2个零

手术禁忌证。仅有轻度的瓣叶和窦变形可以接受手术，

的，这些缝线末端都放无冠瓣底端并跨过涤纶片固定。

并通过在主动脉根部缝合自体移植瓣膜的时候进行调

此外，我们还可以选择在无冠窦和左冠窦之间的叶间

整。完全横断肺动脉干，仔细解剖肺动脉外膜到后壁之

缝合“U”字以减小瓣环的口径。然后内衬心包，外加聚

间的平面。必须小心靠近自体瓣膜的周围操作。通常在

四氟乙烯，用5个零滑线“U”字（Prolene; Ethicon, Inc,

通过肺动脉瓣至右室流出道放置一把镊子，可以显示肺

Somerville, NJ）缝合来将移植物瓣交界恰好位于原来

动脉瓣环以下2 mm的水平，以确定右室横截面的切线。

的主动脉瓣交界处，尽力将交界提高1 cm左右（图E8）。

切除时要靠近瓣叶的半月形附着处，尽量在后方的瓣膜

缝合时，用5个零滑线从左冠窦开始起针——通常位于

和右室肌肉之间找到解剖间隙。尤其要注意这个层面的

离术者最远的地方，用单纯连续缝合技术逐步缝向术

左外侧区域，这里一个典型的右室流出道肌束标志着

者。随后在另一个终点使用由内向外的方式通过根部主

第一间隔支的位置（Merrick AF, Yacoub MH, Ho SY,

动脉壁进行加固，通常位于左右冠脉窦口之间的瓣膜交

Anderson RH. Anatomy of the muscular subpulmonary

界处（图E9）。

infundibulumwith regard to the Ross procedure. Ann

肺动脉同种移植物的植入 几乎所有的病例都应用了

Thorac Surg . 2000; 69: 556-61. 图E1）。在此区域操作

长的（分叉上方）肺动脉同种移植物。移植物的肌肉组

时要紧贴肺动脉瓣环，自体移植物上只带有很少的肌肉

织尽量剪除，只留下2或3 m m的心肌或是将全部肌肉

以避免损伤第一间隔支。在此步，可能会存在解剖层面

剪除，用心包或 是聚四氟乙烯条替 代。但是，最 新研

过深的风险，引起冠脉间隔支的问题。剪除自体瓣膜以

究显示心包片的优势很小 [3,11]，因此仅在同种移植物尺

后，从左冠脉灌注停搏液以检查并处理出血的地方。修

寸很小的时候使用。远端的缝合使用的是5个零滑线，

剪自体移植瓣膜，只留下1到2 mm的肌肉组织，修剪成近

缝合距离很近以改善缝线的收紧。对于近端吻合采用5

扇形状态（图E2）。

个零或是4个零滑线，主要取决于所用的同种瓣膜的材

自体肺动脉瓣的移植 近端自体移植物的植入缝合通常

料。注意不要损伤第一间隔支，在此处缝合要很浅。同

从左冠窦起针，距离原来主动脉瓣叶交界上一半的位置

种瓣的尺寸选择在25 mm或是更大一些。

半月形贴附缝合（图E3）。如图E3所示，自体移植物的
缝线（用4个零合成丝线）应对准或紧贴肺动脉瓣叶然

E-参考文献

后沿着主动脉根部（图E4），自体移植物与主动脉根部
贴边吻合（图E5）。内翻缝合可能会引起瓣叶的扭曲。开
始一针使用“U”字缝合，然后3针单纯缝合，然后再从

（韩增强 翻译 陈彧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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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 自体肺动脉瓣切除，通常右室流出道的肌束（X）标
志着间隔支的位置（剪刀头所指位置）。

图E3 自体瓣膜的植入。图中显示了缝线的位置（红色虚
线），在原来主动脉瓣叶交界上方一半的位置进行贴附。

图E2 自体移植物的制备。自体瓣膜修剪时只保留1~2 mm的
肌肉组织，并且将内瓣叶间的三角稍微修剪成扇形。

24

贴边吻合

图E4 自体移植瓣膜的植入。缝合线近端的缝合要靠近肺
动脉半月形瓣叶的位置。

图E5 自体移植物的植入。自体移植物（A ）与主动脉根部
（AR）贴边吻合。

一针“U”字缝

三针单纯缝合

图E6 自体移植物的植入。首先一针“U”字缝合，然后3针
单纯缝合。整个瓣环如此重复缝合（A 自体移植物；AR 主
动脉根部）
“U”字缝合对自体移植瓣膜的牵拉和位置固定
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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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7 自体移植物的植入。在近端缝合线处加固一条聚四氟
乙烯或是2-0聚四氟乙烯缝合可以缩小并固定扩张的瓣环。

肺动脉自体移植
主动脉根部
图E8 自体移植物的植入。自体移植瓣膜的交界在相应的
原主动脉瓣交界上1 cm左右的位置被悬吊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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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9 自体移植物的植入。窦以远的缝合通常用5个零滑
线连续缝合完成。本例中由于主动脉根部的窦管结合部狭
窄，使用了心包（X）来加宽主动脉，如此以来满足自体移
植瓣膜的尺寸要求。

全美11 669名孤立性降主动脉瘤的治疗终点分析：
腔内治疗优于开胸手术

目的：始于2005年的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TEVAR）作为新技术应用于
降主动脉瘤的治疗，迄今针对美国全国范围内TEVAR的疗效评估非常少。本研究通过对2年期美国全国范围内的
资料分析，评估开胸主动脉修复（open aortic repair，OAR）与TEVAR的短期效果。

方法：在全美住院患者样本资料库中，获得2006年和2007年因孤立性降主动脉瘤接受手术的患者资料。伴有动脉
瘤破裂、主动脉夹层、血管炎、结缔组织病或其他部位动脉瘤的患者排除在外。本研究共选取11 669名患者，9106
名接受了传统OAR（OAR组），2563名接受了TEVAR（TEVAR组）。调整混杂因素后，使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评估
TEVAR与OAR的效果。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死亡率以及住院时间（length of stay，LOS），次要终点是出院状态、并
发症发生率及住院花费。

结果：与OAR组相比，TEVAR组患者平均年龄更大（69.5±12.7 vs 60.2±14.2岁；P <0.001），Deyo合并症得分更高
（4.6±1.8 vs 3.3±1.8；P <0.001）。未调整混杂因素时，TEVAR组平均住院时长更短（7.7±11 vs 8.8±7.9天），但两组
患者的死亡率类似（均为2.3%；P =1.0）。两组非选择性治疗率相似。两组在死亡率上无统计学差异。TEVAR组并发
症发生率比OAR组低60%（OR：0.39；P <0.001），且住院时间更短（缩短1.3天）。TEVAR组的住院花费相比OAR组
高6713美元（95% CI：1869~11 556美元；P <0.0001）。TEVAR组常规出院者是OAR组的4倍。

结论：本全美研究结果表明，在降主动脉瘤治疗中，在接受TEVAR的患者比接受OAR患者年龄约大10岁的情况下，
TEVAR者仍显示出更佳的院内终点。与OAR相比，接受TEVAR的患者的住院时间更短，并发症更少，但住院花费
明显增加。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 140: 1001-10）

1953年，DeBakey和Cooley[1]首次报道成功应用人

的考验，至今仍被广泛应用。1991年，腹主动脉腔内修

工材料实施胸主动脉瘤修补手术，这种术式经历了时间

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TEVAR）
的推出改变了开胸主动脉修复术（open aortic repair，
OAR）的主导性地位，成为很多患有孤立性腹主动脉瘤
患者的首选术式[2-4]。2005年，GORE TAG的Ⅱ期临床试
验的结果表明，TEVAR可用于胸降主动脉瘤的治疗[5]，
该疗法也在美国获得批准。此后，支架的使用越来越普
遍，并开始尝试用杂交技术治疗复杂的胸主动脉瘤及胸
腹联合主动脉瘤。但需指出的是，目前很多支架的应用
超出了适应证的规定范围[6]。
一些单中心试验已报道了TEVAR的中期效果，但
这些报道均未从全国范围内进行考察[7,8]。一般来说，成
功的手术方式必须具有良好的疗效，且易于操作。易于
27

的整体情况。

缩写及缩略语
可信区间
胸降主动脉瘤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医疗成本和利用项目
国际疾病分类第九次临床修订版

从NIS数据库可以获取的数据包括患者和医院的统
计学资料、付款者信息、治疗情况与合并症诊断、住院
病程、住院病死率及住院时间（从入院到出院之间的天
数）。NIS数据库还记录了每位入院患者的国际疾病分类
第九版（ICD-9-CM）的诊断和手术代码（多达15项）。

平均住院时间
美国住院患者样本
开胸主动脉修复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由于本研究中未透露个体数据，因此可免于获得知
情同意许可，并得到了贝勒医学院审查委员会的认可。
报告中对数据的使用遵守HCUP的NIS数据使用协议。
更多关于NIS的信息请访问医疗保健研究及质量管理局

操作的手术便于在较多的医院推广，而高难度手术往往

网站（www.hcup-us.ahrq.gov/nisoverview.jsp）。

只能于个别大型医院开展[9]。目前，对TEVAR在国家范
围内使用情况以及治疗终点依然不了解。因此，本研究
对全美范围内2年期分别接受TEVAR以及OAR手术的
两类患者的术后结局进行了对比。

患者选择
我们从N IS数据库里选择了20 06 ~20 07年的患者
资料，并挑选出被诊断为胸降主动脉瘤（DTAA）的患
者，且年龄≥18岁，符合ICD-9-CM（附录1）[11]国际诊断

资料与方法

标准，接受了OAR或TEVAR。伴有血管炎、结缔组织疾
病、生殖腺发育不全、动脉瘤破裂、主动脉夹层或其他

数据来源

动脉瘤的患者排除在外。对于两种治疗方法（OA R与

本 文 数 据 均 来自于 美 国 住 院 患 者 样 本 资 料 库

TEVAR）均接受的患者，也将其排除（因为无法推断由

（Nationwide Inpatient Sample，NIS），这是由卫生机

于手术中的应急改变还是已确定的不同治疗步骤）。由

构维护的数据库，并且是该机构的医疗成本和应用项目

于是回顾性研究，均利用患者实际接受的治疗方法进行

（Healthcare Cost and Utilization Project，HCUP）的一

分析，而非意向性分析。

。研究所用资料的时间跨度为2006~2007年，全

使用Deyo指数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前合并症情况[12]。

部数据已经过FDA审核。NIS是美国最大的患者资料库，

Deyo指数从Charlson合并症指数演变而来。Deyo指数

包括90%的非联邦机构的全部住院患者数据（涵盖了全

包含有17个预先确定的伴随疾病，600种ICD-9-CM诊

部费用承担者），特别适合于全国性比较研究。NIS数据

断代码，进行合并症诊断。此前的外科研究已证实通过

库有很多的内部质控系统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及连续性

查询NIS数据库可快速获得相应的心外科资料[13,14]。在

（www.hcup-us.ahrq.gov/db/quality.jsp），且HCUP每年

数据库中，平均每例患者都被记录了15个ICD-9-CM诊

都会把NIS数据库与两个相关的数据库（国家医院出院

断代码。这些标准代码可用于计算每名患者Deyo指数

调查数据库以及Medicare提供者分析和回顾数据库）进

评分。使用Deyo指数及其组成评分作为风险分析模型

行对比，评估资料有效性及可能存在的偏倚（www.hcup-

的调整因子。

部分

[10]

us.ahrq.gov/db/nation/nis/nisrelatedreports.jsp）。NIS数
据库包含了超过1000家医院的近800万名住院患者的数

研究终点

据，其数量每年有轻微改变。本研究中采用了基于样本

主要终点是患者住院期间病死率。次要终点是出院

概率分层权重系统，以确保所研究医院代表了美国医院

状况、住院并发症发生率以及住院花费。出院分为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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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基线特征
患者特征

或

值

效果值

年龄（岁）
择期入院者
女性人数
主要支付方†
医疗保险
个人保险
收入档次‡
第四档（最低收入）
第三档
第二档
第一档（最高收入）
大医院的人数
种族§
白人
黑人
Deyo合并症评分
对于分类变量，使用人数（%）表示，使用卡方检验。对于连续变量，使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使用t检验。* Cohen’s d用于年龄和Deyo指数相关计算，phi（j）用
于女性性别相关计算。Cramer’s V用于全部变量的计算。†：确认数据患者人数为11 659名（99.9%）。‡：确认数据患者人数为11327名（97.1%）。§：确认数据患
者人数为8224名（70.5%）。

出院与非常规出院。常规出院指患者出院时不需特殊护

析用于评估在调整混杂因素后，评估不同的手术方法与

理、不需继续使用静脉药物，可直接回家。非常规出院

每人并发症数量及住院时长的关系。由于样本规模很

指患者出院后须有特殊医疗护理，依赖专业护理人员照

大，统计结果上的显著差异可能在临床上是微小的差

顾，或需要依赖特殊的医疗器械。出院而未遵医嘱者也

异。因此，研究计算了3个效果值区间以评价本研究发

归于非常规出院。

现的实际意义。对于连续型数据，采用Cohen’d统计量

院内全因并发症率统一用ICD-9-CM代码记录。评估

计算组合标准差，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样本大小不一的

以下情况发病率：术中及手术相关并发症、术后感染、神

情况[15]。采用相关系数j为自由度为1的独立变量作χ2 检

经系统并发症、肾脏并发症、呼吸系统并发症、深静脉血

验。Cramer’V统计量用于计算自由度大于1的变量[16]。

栓形成及肺栓塞。术中及手术相关并发症被定义为手术

使用以下效果值区间判断实际临床意义的大小：<0.33

过程中发生的或与手术直接相关的并发症（附录2）。

（小），0.33~0.55（中），>0.55（大）。相关系数R 2用于评
价统计模型的拟合优度，其值介于0到1之间，1代表完全
拟合。对于大样本，R 2达到0.3表示回归结果可以接受。

统计分析
鉴 于 N I S 数 据 库 的 庞 大 规 模，采 用 S P S S 17. 0
（SPSS, Inc, Chicago，Ill）版软件组合模块进行统计分

结果

2

析。通过t 检验和 χ 检验评估组间差异：年龄、种族、性
别、收入（根据NIS数据库的编码要求，分四档）、预付

患者特征

款人、Deyo量表得分、死亡率、平均住院时长、出院状

在 选定的 2 年中，11 6 6 9名胸降主动脉瘤患者符

态。除进行单变量分析外，还进行分层线性多变量分析

合纳入及排除标准。其中，9106名患者（78%）接受了

和Logistic回归分析。分层Logistic回归分析用于检验手

OAR，2563名患者（22%）接受了TEVAR。

术干预与住院期间并发症、死亡率和出院情况之间的关

研究比较了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差别。总体上，

联。对并发症进行了整体及单项分析。分层线性回归分

TEVAR组比OAR组的患者约大10岁（P <0.001），Deyo
29

表2 合并症情况
合并症分类

值

慢性外周血管疾病
陈旧性心梗
充血性心衰病史
脑血管疾病史
慢性肺部疾病
风湿性疾病
消化性溃疡病
轻度肝病
糖尿病
糖尿病并发症
偏瘫或截瘫
慢性肾病
HIV感染
癌症
转移癌
数据以人数（%）表示。OAR，开胸主动脉修复术；TEVAR，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合并症评分明显较高（P <0.0 01）。两组患者选择手术

（4.7% vs 10.3%；P <0.001）。

治疗的比例相似。最常见的住院费支付方式在TEVAR

尽管两组患者的某些合并症发生率有明显差别，但

组患者中是医疗保险（66.9%），而在OAR组患者中则

从整体上看，差别的影响效果值小于0.33。TEVAR组的

为个人保险（49.4%，P <0.0 01）。支付类型差别可能由

慢性外周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慢性肺疾病、消化性溃

两组患者的年龄差别导致。在两组收入方面，OA R组

疡、糖尿病、慢性肾病等疾病伴发率高于OAR组；而OAR

中收入第一档（最高档）者占的比例最大（33.8%），而

组的既往心肌梗死发生率、充血性心衰发生率更高。

TEVAR组第一档占的比例最小（21.5%）。在收入第四
档（最低档），两者的情况刚好相反。大部分患者（OAR
组的78.9%，TEVAR组的72.9%）均在大型医院进行手术
[10]

死亡率
调整前、后的终点数据见表3、4。两组的院内死亡

（HCUP定义 ）。OAR组患者中白人比例高于TEVAR

率均为2.3%。经过对混杂因素以及合并症因素的调整，

组（88.7% vs 78.2%；P < 0.0 01），而黑人比例则较低

两种术式的选择对死亡率没有影响。年龄的增长是手术
干预后死亡率的独立性危险因子，性别和合并症情况与

表3 未经调整的TEVAR与OAR组终点情况
结果

死亡率无明显关联（表4）。
值 效应值

住院期间死亡
每名患者并发症数
发生并发症的患者数
住院时间（天数）
常规出院
术中/手术相关并发症
深静脉血栓形成
感染
神经系统并发症
肺栓塞
呼吸系统并发症
肾脏并发症
数据使用人数（%）或者均数±标准差表示。*Phi（j）用于计算效果值。
†：Cohen’s d用于计算效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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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
OAR组的平均住院时间为8.8±7.9天，TEVAR组
为7.6±11.1天（P <0.001）。OAR组的住院时间的中位数
为7天（范围，0~155天），TEVAR组为5天（范围，1~151
天）。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TEVAR组的住院时间
更短（少1.3天；P <0.001）。女性性别与住院时间延长1.5
天独立相关（B=1.53；95% CI：1.14~1.93；P <0.001）。
D eyo 合并 症评 分 每增加1分，对应住 院 时间增多1天
（B=1.09；95% CI：0.65~1.52；P <0.001）。

表4 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
死亡
预测因子

常规出院

OR值

值

值

年龄（岁）
女性
Deyo指数
TEVAR

并发症

OR值

值

OR值

~

~

~

~

~
~

~

~

~

~

~

~

TEVAR，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出院时状况

术后并发症亚组分析

分别有65.2%、45.3%接受TEVAR、OAR的患者常

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TEVAR及OAR对每种

规出院（P <0.001），TEVAR组比OAR组的患者的常规出

并发症的影响（表5）。与OAR组相比，TEVAR组的手术

院率高4倍（OR：4.76；95% CI：3.48~4.63；P <0.001）。多

相关并发症、神经系统及呼吸系统并发症更少。两组患

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并不影响出院时状况，但女性

者在肺动脉栓塞、肾脏并发症、感染等方面的发生率无

及合并症评分较高患者常规出院几率降低（表4）。

差别。

总体术后并发症

住院费用

每名患者的术后发生并发症数量通过线性回归分析

两 组 患 者 的 未 调 整 的 医 疗 支 出 相 似

得出，且排除了混杂因素的影响。全部并发症的发生危

（116 329±10 9 0 0 6美元 vs 117 985±80 823美元；

险率均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结

P = 0.5）。经过调整后的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TEVAR

果表明，平均每3个TEVAR的患者就少一个并发症的发

组的花费比OAR组高6713美元（P <0.01）。在NIS数据

生（B=－0.334；P <0.001）。TEVAR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

库中获得的住院花费信息来自医院账单信息，不反映医

发生率更低（OR：0.39；95% CI：0.26~0.58；P <0.001）。

院的实际成本，也无法反映医院的单项服务收费。NIS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eyo并发症评分与术后并发

计算了每家医院建立成本/收费率，本研究中，利用此数

症发生率相关（OR：1.5；95% CI：0.99~2.57；P =0.056），

据计算每名住院患者的花费。调整前，医院为TEVAR

其他基线特征均与并发生率无关。

患者的支出成 本低 于 OA R 患者（4 6 63 6±4 6 3 0 3美
元 vs 48 974±32 943美元；P <0.05）。多因素线性回归显

表5 TEVAR后对结局指标的影响：分层多变量回归模型

示TEVAR并不与医院成本减少独立相关，即TEVAR本
身无法带来医疗成本的下降（P =0.2）。

分类

值

OR值

术中并发症
感染
神经系统并发症
肾脏并发症
呼吸系统并发症
任何并发症
总体并发症
住院期间死亡
住院时长
常规出院
*使用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连续结局变量值。

~
~
~

讨论

~
~
~
~
~
~
~
~

本研究分析了2年期全美范围内因孤立性降主动脉
瘤行TEVAR术的患者结局。研究结果可以促进TEVAR
作为 该 疾 病 的常 规手术 治 疗 手段。本 研 究 对 象中，
TEVAR组比OAR组约大10岁，且合并症更多。原因可能
为，TEVAR往往应用于不能耐受OAR的高风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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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目前降主动脉瘤的标准治疗手段。通过本研究

研究发现，TEVAR组相对OAR组手术相关、神经系

数据发现，OAR术依然占据了所有降主动脉瘤手术量的

统及呼吸系统的并发症更少，总体来说并发症发生率比

75%。如果降主动脉瘤的TEVAR术能像腹主动脉瘤的支

OAR组少61%。TEVAR组有更高的常规出院率及更短

架术一样普及，那么接受TEVAR术的病例数将有巨大

的平均住院时间。因为TEVAR不需要主动脉阻断，没有

的提升空间。

缺血时间，也不需要开胸，所以很容易理解TEVAR发生

大部分接受TEVAR患者的主要付款方式是医疗保
险，这和患者相对高龄有关。TEVAR组更多患者属于最

呼吸系统及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可能性更小。但并发症减
少并不一定能使TEVAR组的死亡率更低。

低收入层次，TEVAR组中黑人的比例是OAR组的2倍。

两组患者的肾脏并发症的发生率相似。TEVAR组

可以推测，使用TEVAR者可能有更多的合并症，所以必

患者往往年龄很大，并且同时接受了更大剂量的造影

须使用更微创的方法。此外，因为缺乏长期的随访资料

剂的注射（术前的CT血管造影及术中造影）。因为OAR

支持TEVAR的可靠性，在较年轻的患者中往往更倾向

需要主动脉阻断，所以OAR组患者都会有一过性肾脏

于用OAR。研究发现，女性患者使用TEVAR的比例明

缺血。虽然两者的肾脏损害原因不同，但是都能对肾脏

显更高，但回归模型分析并未发现女性的死亡率更高。

造成相似的损害，从而导致术后肾功能不全的发生。但

总体上，接受TEVAR的女性常规出院的比例比男性低。

资料库中缺乏相关的重要信息（例如：使用造影剂的剂

需要更详细的社会经济及人口学资料进行分析以探明

量、患者是否有术前肾脏保护、术前血肌酐水平）。

上述因素之间的关系。此外，随着医生治疗经验不断增

我们发现，TEVAR能缩短平均住院时间（平均1.3

加，TEVAR患者的社会经济学、人种、年龄组成方面的

天）。TEVAR组的住院时间中位数是5天。和大多数微

数据将会不断改变。

创手术一样，TEVAR的主要特点为缩短住院时间，从而

对于老年患者，需要同时关注平均住院时间及出院

减少住院花费。但是，TEVAR带来的住院时间减少不是

状况。若非正常出院，而是出院后被送到康复医院，则

很明显，使医院财务方面的获益比预期小。虽然TEVAR

住院时间更短并不意味着患者的预后更好。因为保险公

在降低住院时间方面的作用较小，但在调整混杂因素以

司有付款封顶，医院往往更积极地动员患者及早出院转

后，患者的常规出院几率提高4倍。因此，TEVAR主要益

入康复医院，以缩短住院时间。分析表明，接受TEVAR

处是可让大多数患者回家调养，而不需要去康复医院或

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更短，非正常出院率更低，这些都

需要专业护士的照顾。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数据库不包

提示，更为微创的手术意味着更快的恢复。

括因并发症或复查需要再入院的资料，这是本研究的一

我们的分析也表明，TEVAR组与OAR组在死亡率
上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调整混杂因素后亦然。两组患

个局限，因为相对于OAR的并发症，TEVAR产生的并发
症更容易在出院后发生。

者未调整死亡率都是2.3%。尽管TEVAR组往往有更多

本研究发现，T E VA R 组 患者住院花费明显高于

的合并症，但回归模型分析表明，术前合并症的多少与

OAR患者。血管内支架比OAR使用的人工材料要贵得

死亡率无关。年龄是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理由相

多。用来维护 T EVA R的杂交手术设备比维护传统的

信，随着TEVAR被更为广泛地接受，TEVAR与OAR的

OAR设备的成本也要高。这些因素导致医院对TEVAR

患者年龄差别将消失。本研究中，年龄较大可能掩盖了

的患者收费更多。

TEVAR的死亡率获益。倾向性匹配分析是解答这一问

因为TEVAR患者的住院时间更少，所以医院的成

题的理想方法，但样本量及两组之间年龄显著差别使得

本平均降低2300美元。但通过对包括住院时间等混杂

无法进行倾向性匹配分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更

因素的调整，我们否认了这一获益：两组患者的医疗成

多的样本数据产生，即可进行倾向性匹配分析。

本基本是相同的。血管内支架较贵，使用次数增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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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医院受损 [17,18]。其他花费，比如额外用来解决内漏

对TEVAR在刚被FDA批准后几年内的应用情况进行粗

的人工材料使用、TEVAR术后常规CT等都能使医院自

略的记录。在此期间，由于医生们对TEVAR都是慢慢熟

身的成本上升。医院利润是有价值的研究指标，但本研

练的过程，所以学习曲线对于数据的影响确实存在。但

究所用的数据库没有包含相关资料。

是数据库本身的数据很难反映这种影响。数据包含了所
[19]

在TEVAR被FDA批准以来，Orandi及其同事 进行

有TEVAR及OAR的患者，但是时间仅选取了2005年及

了首个针对TEVAR的短期（3个月）预后分析研究。早在

2006年。纳入的样本量虽然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但是

2005年，FDA允许主动脉血管内支架在全美范围内推广

样本量还没有大到可以排除不同医院对手术结果的影响

的时候，即有少数几个外科中心用TEVAR来处理主动脉

（例如：是否该医院有专业的主动脉外科中心）。可喜的

瘤及其他主动脉疾病已长达5年。随着这些中心支架技术

是，随着近年来样本量的增加，使后续研究进行相关判

的不断提高，他们已用这项技术治疗更多的主动脉疾病：

断变得可行。

如主动脉夹层、感染、主动脉破裂、外伤。随着辅助技术

因为本 研 究 是回顾 性 的，研 究分 组（T E VA R及

的进步（锁骨下旁路，经心尖入路）及传统理念的更新，

OAR）存在选择性偏倚。即：所取数据受限于数据库，数

[20]

外科医生能用支架技术处理越来越多的主动脉疾病 。

据库不可能包含每一个潜在的相关变量。例如，NIS数据

另外，由于有TEVAR技术的支持，外科医生可以更灵活

库没有关于动脉瘤大小、患者症状、患者一般状况等信

地更改开胸手术方案，以治疗动脉瘤。举例来说，使用

息。同样，我们也只能把所有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归于一

三叉状人工材料技术修复主动脉弓以建立足够的着陆

类，因为ICD-9-CM编码并没有区分术后截瘫与卒中。此

区域，为患者未来TEVAR治疗远端中动脉病变做准备。

外，数据库只包含了从入院到出院的住院时间的数据。术

早在2002年，Najibi及其同事

[21]

报道了首个TEVAR

与OAR的对照研究（研究对象:18例）。短期的随访资料

后住院时间（手术结束至出院的天数）往往对判断手术
的效果更有帮助，该数据库同样缺乏此种信息。

表明，TEVAR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长及ICU住院

由于数据库的行政特性，编码错误往往可以导致报

时长都明显缩短，术中出血明显减少。2005年，Bavaria

告偏倚。从统计学上看，这种偏倚对两组有相同的影响。

[22]

报道了关于TEVAR的Gore TAG多中心的II

死亡率、住院时长、住院花费等硬指标不会受到编码错误

期临床实验结果（研究对象：TEVAR：140例，OAR：94

影响。但临床结果受主观的影响相对较大。数据库并不提

例），研究对象都通过严格的纳入及排除标准判定。短

供长期的随访结果。已发表的研究表明，大部分TEVAR

期的数据表明，TEVAR组患者脊髓缺血发生率更高，

治疗失败发生在出院后，而不是发生在住院期间[23]。由于

呼吸及泌尿系统并发症更少，住院时长更短。最近对用

NIS数据库缺乏长期的随访记录及再入院的数据，本研

来治疗胸主动脉瘤的美敦力公司的血管内支架系统的评

究结果仅限于住院期间，并不能外推至短期或长期预后

估结果是正面的，表明该公司的血管内支架系统安全、

结果。尽管存在这些缺陷，NIS数据库依然提供了全美范

有效，是除开胸修复术之外治疗DTAA的另一种可靠选

围内最好的评估数据，因为该数据库最全，样本量最大，

择。对于年老患者，尽管合并症多，但是他们行TEVAR

同时包含了全美不同类型医院的数据。

及其同事

术后30天的死亡率相对较低。TEVAR的围手术期死亡
率更低。虽然每项研究都有不同的缺陷以及对照组特

结论

征，但是本项基于全国范围的评估结果显示与之前研究
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本项全国性的研究表明，在治疗孤立性降主动脉瘤

本研究的固有缺陷首先表现在它是一个回顾性的

上，即使接受TEVAR的患者比接受OAR的患者约大10

研究，其次是我们所使用数据库的性质。数据库仅仅能

岁，TEVAR的结果依然不劣于OAR。TEVAR的好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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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长更短，常规出院率更高。TEVAR组与OAR组的
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调整混杂因素后，TEVAR与
OAR相比无任何成本优势。关于TEVAR的人种、性别、
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并发症
方面，TEVAR最大的获益是减少了神经系统、呼吸系统
及术中相关并发症的发生。进一步的研究将包括再入院
数据、术后干预、术后影像学表现，相关费用等资料，这
些都将有助于对长期预后的研究。尽管本研究不能被用
来改变具体临床实践，但是研究结果提供了以全美范围
的视角去全面评估这种术式。这也是本研究区别于其他
单中心研究的地方。单中心研究可能存在不同术者的经
验，及不同中心的文化差别造成的偏倚。
作者向提供编辑帮助的Stephen N. Palmer, PhD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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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关于TEVAR与OAR治疗孤立性
降主动脉瘤的回顾性研究。研究数据来源于很大的数据
库，且结果基本在预期范围内。研究结果和之前发表的
研究结果很好地相吻合。正如你们所指出的，应积极地
从医疗经济学角度去看待手术并发症、神经系统和呼吸
系统并发症的减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尽管TEVAR的
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但两组死亡率基本相同。
关于这项研究，我想谈谈优点及不足。另外，我还
有3个问题。首先，该研究的样本量非常大，这本身就是
一个足够吸引人的地方。样本量不是问题，TEVAR也已
被证明有效且可能优于开胸修复术。其次，这项研究反
映了FDA批准的TEVAR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说明除开
胸修复术外，TEVAR也可作为DTAA的重要治疗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全美的1000多家医
院，因此该研究结果就不太可能被一些诸如手术技术、
手术经验等因素影响。高水平医院及相对较差的医院都
被纳入此项研究分析，这有效排除了偏倚，提高了结果
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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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谈谈研究缺陷。首先，本研究不是前瞻性随

义）；在TEVAR患者中，如果发生了术中并发症，同时

机试验，且未使用倾向匹配比较不同亚组之间结果的差

OR值约为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TEVAR

别。这项研究使用了行政数据库，正如你们所言，易于产

的术中并发症确实要少，但是如果TEVAR患者发生了术

生编码错误及偏倚。尽管收集了患者的一些人口统计学

中并发症，它更容易导致很坏的结果，比如说死亡。

资料（比如评估了TEVAR组患者平均比OAR组患者大

关于肾脏并发症存在相同的情况。两组肾脏并发

10岁，病情更重），但仍缺乏很多资料（比如：病理结果，

症发生率无差别。但是，OAR组患者中发生肾脏并发症

动脉瘤位置，大小）。因此，可能造成研究在比较不同情

后，死亡风险增加5倍；TEVAR组患者发生肾脏并发症

况动脉瘤的结局。其次，没有TEVAR及OAR的长期预后

后，死亡风险增加12倍。

资料。这点对使用支架的患者尤其重要。特别是我们常

因此，我认为此处有两件事情，一是TEVAR的并发

常处理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血管病变，要面对可能高达

症的发生率，二是我们对并发症发生后的治疗难度。当

20%的I型内漏发生率，这显然需要今后长期对医疗资

TEVAR患者出现了某种并发症时，治疗失败可能性很

源和专业人员的使用。因为TEVAR术后仍需要定期做

大，从而提高了死亡率。这点减少了TEVAR的优势且导

影像学检查，定期治疗，这使TEVAR对患者及第三方付

致了两组在死亡率上无差别。

款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尽管术后初期TEVAR相对OAR

另外，两组的住院时长有一定差别，但不是很大。文

的优势较大，但是长期的花费以及预后仍然未知。下

章已经提到，我们没有术后住院时间的信息，这同样是

面，我提出3个问题：

一个不足之处。

您认为TEVAR组的主要死亡原因是什么？文章提

Dr Kern. 您对于结果的分析很好。

到，TEVAR的并发症少，特别是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的

您有没有高手术量中心与低手术量中心之间对比的

并发症更少，但是两组死亡率一致。是否死亡率高于预

数据呢？本研究的数据是在很简单的动脉瘤治疗的时候

期的原因是血管内操作导致的血管并发症？您认为这些

获得的。对于简单的动脉瘤，低手术量中心也可以治疗。

血管并发症及死亡率在接下来的3年中会增加吗？

我们正准备开展复杂的主动脉病变治疗。那么，根据低

Dr Gopaldas. Dr Kern，感谢您对我们文章的关注
并提出非常有价值的评论。首先我想说明，我们缺乏长

手术量中心与高手术量中心的数据，对于复杂动脉瘤夹
层等病变，在治疗中心的选择上，您有什么建议？

期的随访资料。TEVAR患者的常规出院率要高一些。因

Dr Gopaldas. 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

此，年龄很大的患者接受了TEVAR，虽然存在再次干预

研究分析中包含了医院规模，该因素并不影响手术的

的可能，但是他可以出院回家。一个相同年龄的患者如

效果。当然要承认，孤立性降主动脉瘤的治疗确实较容

果接受了OAR，他可能就需要在康复医院里度过余生或

易。对于这些患者，如果一个社区医院能够做得很好，

至少得在那里待很长的时间。但我们缺乏这些信息（比

他们就可以直接在社区医院治疗，而不需要在大型医疗

如：患者们是否去了康复医院，将来花费多少，是否要再

中心进行救治。首诊的内科医生可能会找一个心外科医

次接受TEVAR），这确实是我们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生或血管外科医生，请他们来帮助放支架。往往不需要

关 于 您 提 出 两 组 死 亡 率 相 同 的 问 题 。我 们 对

找心外科医生即可解决问题。但是，对于病变复杂的患

TEVAR组及OAR组分别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回归模型确

者，比如说主动脉弓动脉瘤需要广泛的人工血管置换或

定死亡率预测因子。在此，我想提及两点，一是术中并发

胸腹联合主动脉动脉瘤，就必须到高手术量外科中心治

症，二是呼吸系统并发症。

疗。已有数据支持上述结论。所以，对于简单的孤立性降

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若OA R患者发生了术中并发
症，并不一定意味着死亡（OR：1.3，差异无统计学意

主动脉瘤，我认为不一定要到心外科中心治疗。
Dr Hanni Shennib（Phoenix, Ariz）. 很高兴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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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发言。其中包括很多最近所做的荟萃分析，包括

现一些新的东西。另外，有多少TEVAR是由介入医生做

一篇发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的文章。我

的，多少由心内科医生或放射科医生做的？

的问题是关于术中并发症与死亡率。您提到TEVAR在

Dr Kern. 很遗憾，这些资料在资料库里没有。医疗

发生并发症后救治成功率要比OAR低。您是否能从数

保险数据库可能有更多的这类信息。本研究检索的数据

据库中检索到谁是OAR的操作者？是否心内科与外科医

库无法区分是什么科的人在做TEVAR。血管外科医生、

生联合操作、介入医生与心外科医生联合操作还是单独

介入科医生、内科医生以及心外科医生都在做这个手

由介入医生操作？也许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也有助于发

术，在数据库里无法区分。

（刘曦 翻译 陈彧 审校）

附录1 ICD-9-CM 代码用于本研究病例的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的编码
诊断编码：无破裂的胸主动脉瘤
手术编码：胸主动脉支架植入术
手术编码：胸主动脉切除置换术
排除的诊断编码
胸主动脉瘤，破裂
腹主动脉瘤，破裂
腹主动脉瘤，未提及破裂
未确定部位的主动脉瘤，破裂
胸腹联合主动脉瘤，破裂
胸腹联合主动脉瘤，未提及破裂
未确定部位的主动脉瘤，未提及破裂
主动脉夹层，未确定部位
主动脉夹层，胸部
主动脉夹层，腹部
主动脉夹层，胸腹部联合部
结节性多动脉炎
川崎病
过敏性血管炎
致死性中线肉芽肿
韦格纳氏肉芽肿
巨细胞动脉炎
血栓性微血管病
多发性大动脉炎疾病；主动脉弓炎
特纳综合征；性腺发育不全
马凡综合征
排除的手术编码
开胸动脉瘤修复中或修复后转介入干预
腹主动脉瘤的血管内支架植入术
人工血管置换；腹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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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手术相关并发症的ICD-9-CM 代码
心包积血
心脏骤停或心肺衰竭
支架或人工血管的机械性并发症
由于人工材料植入导致的血栓形成，纤维化，出血，栓塞
手术伤口的不愈合
肠系膜动脉血管并发症
术后休克
出血
血肿
血清肿
人工移植血管手术直接引起的异常反应或并发症

先天性心血管疾病（摘要）

手术策略演变对双侧上腔静脉接受双侧双向腔肺分流术的患者的
临床转归和中央肺动脉发育的影响
Impact of evolving strategy on clinical outcomes and
central pulmonary artery growth in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superior
vena cava undergoing a bilateral bidirectional cavopulmonary shunt
Osami Honjo MD, PhD, Kim-Chi D. Tran MD, Zhongdong Hua MD, Priya Sapra, Abdullah A. Alghamdi MD,
Jennifer L. Russell MD, Christopher A. Caldarone MD and Glen S. Van Arsdell MD

目的：双侧双向腔肺分流术具有较高的血栓发生率、中央肺动脉发育不良率和死亡率。假设腔肺吻合术和抗凝技术
改进能减少血栓和中央肺动脉发育不良，从而改善预后。
方法：1990~2007年间，61例患者（年龄中位数，8.4个月；体重，6.6 kg）接受双侧双向腔肺分流术。该队列分为2组：
①常规组（1990~1999，n=37）；②V型组，采用半Fontan术或改良术式，腔静脉与肺动脉吻合，两者相邻形成V型
（1999~2007，n=24）。对中央和分支肺动脉发育、生存和再次干预进行评估。
结果：Fontan前研究显示上腔静脉和Nakata指数相等。V型组中央肺动脉指数和中央肺动脉/Nakata指数比明显升
高（P <0.05）。无死亡或移植的生存率在两组之间无差异（3年时常规组69% vs V型组75%，P =0.5）。V型组中无再干
预率（3年时63% vs 81%，P =0.15）和无血栓率（1年时82% vs 95%，P =0.11）的改善趋势未见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
析显示吻合策略、低饱和及血栓是死亡的预测因子。吻合策略、无抗凝治疗、血栓和小上腔静脉是再干预的预测因子
（P <0.05）。血栓预测因子包括小上腔静脉、Nakata指数和低饱和（P <0.03）。
结论：双侧双向腔肺分流术的外科改良与中央肺动脉增大有关。无抗凝治疗和吻合策略影响再干预。吻合策略和术
后血栓影响死亡率。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522-528)

姑息性动脉调转术治疗大动脉转位、室间隔缺损和
肺血管阻塞性疾病：中期转归
Palliative arterial switch for transposition of the great arteries,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and pulmonary vascular obstructive disease: Midterm outcomes
Bin-feng Lei MD, Ji-mei Chen MD, Jian-zheng Cen MD, Raphael C. Lui MD, FACS, Yi-qun Ding MD,
Gang Xu MD and Jian Zhuang MD

目的：在大动脉转位、室间隔缺损和重度肺血管阻塞性疾病患者中评估姑息性动脉调转术的早期和中期预后，该手
术采用有孔补片并未关闭或修复室间隔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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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000年3月至2009年9月，21例平均年龄为3.7岁（范围0.5~15岁）的患者接受了姑息性动脉调转术。术前收缩期
平均肺动脉压为91 mmHg，全身动脉氧饱和度的术前均值为69%。术前81%的患者纽约心脏病功能分级为心功能
Ⅲ级或Ⅳ级。
结果：早期死亡率为14.3%。平均随访时间为4.0年（随访最长9.5年）。8例患者（44%的早期存活者）的肺动脉压下
降。8例开窗术的患者中有3例进行了干预性关闭。术后平均全身动脉氧饱和度显著增加至93%（P <0.001）。术后3个
月发生1例晚期死亡。所有长期存活的患者纽约心脏病分级心功能Ⅰ级或Ⅱ级（P <0.001）。
结论：姑息性动脉调转术显著改善大动脉转位、室间隔缺损和重度肺血管阻塞性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平均寿
命。某些患者术后肺血管阻力是可逆的。采用有孔补片关闭室间隔缺损有助于术后安全恢复，而其日后较容易采用
非手术方法关闭。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845-849)

原位心包心外侧通道Fontan手术：15年经验
In situ pericardial extracardiac lateral tunnel Fontan operation:
Fifteen-year experience
Nahidh W. Hasaniya MD, PhD, Anees J. Razzouk MD, Neda F. Mulla MD,
Ranae L. Larsen MD and Leonard L. Bailey MD

背景：研究旨在评估原位心包心外侧通道Fontan手术的长期预后。
方法：1994年6月至2009年8月，160例单心室患儿（男孩，n=96，60%，年龄中位数=39个月，平均体重15.5 kg）接受
带蒂心包心外侧通道手术。对这些患者围手术期和长期随访资料、结局以及死亡率进行分析，评估这些通道的可能
生长。
结果：主要诊断包括三尖瓣闭锁（n=44，27%），右室双出口（n=29，18%），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n=26，16%）。平均
随访6.5±3.7年（范围：0.1~15年）。共有2例（1.3%）患者手术死亡和6例（3.7%）患者晚期死亡。14年实际生存率为
93%。早期并发症包括长时间引流（n=35，22%），乳糜胸（n=5，3.1%），再次入院（n=35，22%），脑血管事件（n=8，
5%），对侧膈神经瘫痪（n=1，0.8%），一过性心律失常（n=5，3.1%）。无1例患儿需要植入起搏器。晚期并发症包括
通道狭窄 （n=3，1.8%），其中2例患者需要球囊扩张和置入支架，1例需要手术修复；通道血栓（n=2，1.2%），2例全
部死亡；以及蛋白丢失性肠病（n=4，2.5%）。10例患儿随访心脏彩超显示下腔静脉和通道中部层流血流，无湍流。
与体表面积相适应的通道直径依据血流需要扩大、减小或无变化。
结论：采用可生长的带蒂心包膜建立心外侧通道Fontan管道的手术是相对简单、持久和安全的手术。长期随访结果
证实并发症率和死亡率低。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进行开窗手术。可生长的通道能够适应血流生理需要。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1076-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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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手术（摘要）

术中喉返神经监测在左肺癌手术中的应用
Intraoperative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monitoring during surgery for
left lung cancer
Osami Honjo MD, PhD, Kim-Chi D. Tran MD, Zhongdong Hua MD, Priya Sapra, Abdullah A. Alghamdi MD,
Jennifer L. Russell MD, Christopher A. Caldarone MD and Glen S. Van Arsdell MD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术中喉返神经监测在左肺癌手术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2008年4月至2009年4月，共25例左侧喉返神经受损的高危患者同意在接受左肺癌手术中进行喉返神经监测。对
结果及临床记录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通过术中喉返神经监测明确所有患者的左侧喉返神经。术后，24例患者的左侧喉返神经保持正常功能。1例
左侧喉返神经部分受累的患者在喉返神经监测下，切除受累神经后进行一期神经吻合术。其他患者无明显的术中
或术后并发症发生。
结论：在开胸手术中，术中喉返神经监测是明确神经状况的安全有效的方法。在一些胸部手术中，它能够帮助术者
避免损伤喉返神经。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578-582)

新型临床方法：采用红外线胸腔镜系统肉眼观察邻近肺段
New clinically applicable method for visualizing adjacent lung segments using
an infrared thoracoscopy system
Noriyuki Misaki MD, Sung Soo Chang MD, Hitoshi Igai MD, Shintarou Tarumi MD,
Masashi Gotoh MD, PhD and Hiroyasu Yokomise MD, PhD

目的：静脉注射吲哚氰绿后，采用红外线胸腔镜系统实施肺段切除术的临床试验。
方法：研究对象为8例肺部病变患者（5例原发性肺癌，2例转移性肺癌，1例炎症性改变）。所有患者均接受肺段切
除术，并且证实其对碘或吲哚氰绿不过敏。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计算机断层成像重建确定目标肺段的
主要供血肺动脉。结扎该目标肺段的主要供血肺动脉，静脉注射吲哚氰绿（3.0 mg/kg）后，我们采用红外线胸腔镜
系统观察肺，用电烙术标记白色至蓝色的转换区，实施肺段切除术。
结果：平均手术时间为150±62.1分钟，出血量为68.8±30.5 ml。通过红外线胸腔镜观察，静脉注射吲哚氰绿后13秒
正常血供区域变蓝。静脉注射吲哚氰绿后28秒染色程度最大，观察持续3.5分钟。所有患者的染色区带清晰可辨。我
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标记。静脉注射吲哚氰绿后未发生红外线胸腔镜相关的并发症。
结论：静脉注射吲哚氰绿后红外线胸腔镜检查能够无需充气、简单快速的确定目标肺段。该方法对于重度肺气肿患
者或外科手术视野欠佳者，如电视胸腔镜手术尤其有益。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 752-756)

39

Heller-Dor术中测压治疗食管失弛缓症远期结果分析
Long-term results of the Heller–Dor operation with intraoperative manometry
for the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achalasia
Sandro Mattioli MD, Alberto Ruffato MD, PhD, Marialuisa Lugaresi MD, PhD, Vladimiro Pilotti MD,
Beatrice Aramini MD and Frank D’Ovidio MD, PhD

目的：Heller-Dor手术治疗的效果在各家研究中报道不一，这可能归因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我们通过30年单中心的
治疗经验来分析食管肌层切开胃底折叠术与吞咽困难治愈率及术后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之间的关系。
方法：1979~2008年间，研究者常规采用足够长的胃食管肌层切块及前壁胃底折叠来保护肌层切开表面，并进行术
中测压。其中202例患者通过开腹进行手术（97例男性，年龄中位数 55.5岁；四分位数间距43.7~71年），60例患者通
过腹腔镜进行手术（24例男性，年龄中位数 46岁；四分位数间距36.2~63年）。随访内容包括定期汇报临床资料、内
镜、消化道造影。研究数据采用半定量表来进行分级。
结果：开腹组中的患者死亡比例为1/202，腹腔镜组的死亡比例为0/60。开腹组的中位随访时间为96个月（四分位
数间距48~190.5个月），腹腔镜组的中位随访时间为48个月（四分位数间距27~69.5个月）。术中测压显示，肌层切
开可以100%完全消除高压带，Dor相关高压带长度和平均压力在开腹组中为4.5±0.4 cm和13.2±2.2 mmHg，在腹
腔镜组中为4.5±0.5 cm和13.2±2.2 mmHg（开腹组与腹腔镜组相比，P =0.75）。开腹组预后差者19例（19/201例，
9.5%），其中反流性食管炎15例（7.5%）
（2例反流性食管炎分别在术后184个月及术后252个月确诊），吞咽困难复发
4例（2%），伴有食管末段S形失弛缓症。腹腔镜组60例患者中出现反流性食管炎2例（3.3%），吞咽困难复发0例。
结论：根据术中测压值进行足够长的食管胃肌层切开并辅以胃底折叠保护能够有效治疗绝大多数食管失弛缓症患
者的吞咽困难，有效预防术后反流性食管炎。术中测压则是取得满意结果的关键因素。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962-969)

获得性心血管病（摘要）

在高危患者中杂交技术已经取代开放式主动脉弓重建了吗？
择期开放式主动脉弓去枝手术联合血管内支架植入术与
传统的择期开放式全主动脉弓重建术的对比研究
Have hybrid procedures replaced open aortic arch reconstruction in high-risk pati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ive open arch debranching with endovascular stent graft
placement and conventional elective open total and distal aortic arch reconstruction
Rita Karianna Milewski MD, PhD, Wilson Y. Szeto MD, Alberto Pochettino MD,
G. William Moser CRNP, Patrick Moeller BS and Joseph E. Bavaria MD

目的：在具有多重合并症的患者中，开放式全主动脉弓手术与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密切相关。在这些患者中，主
动脉弓去枝手术联合血管内支架植入术，即杂交主动脉弓术式已成为新的手术选择。本研究旨在评估对于复杂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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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弓病变，开放式全主动脉弓手术与杂交主动脉弓术式的疗效。
方法：2000 -7~2009-3间共实施1196例开放式主动脉弓手术，包括45例择期和7例急诊开放式全主动脉弓手术。
20 05~20 09年间，进行了64例杂交主动脉弓手术：37例急诊A型切除，27例择期开放主动脉弓去枝手术。排除半
弓术式。
结果：杂交主动脉弓手术组年龄明显偏大（P =0.008），动脉粥样硬化病理生理显著增加（P <0.001）。永久性脑神经
障碍的发生率两组相似，杂交主动脉弓手术组为4%（1/27例），开放式主动脉弓组9%（4/45例）。院内死亡率两组相
似，杂交主动脉弓手术组为11%（3/27例），开放式主动脉弓组16%（7/45例）。然而，在开放主动脉弓术式组中，年龄
小于75岁 和大于75岁的患者死亡率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死亡率分别为9%（3/34例）和36%（4/11例）。
结论：对于开放式修复，杂交主动脉手术也是一个安全的选择。本研究提示对于大于75岁的高危患者，杂交主动脉
弓手术的死亡率较低。复杂主动脉弓病变的患者是杂交主动脉弓手术的适应证，而对于传统开放全主动脉弓修复其
属于高危禁忌证。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590-597)

非体外与体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比较：
倾向评分分析法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
Off-pump versus on-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opensity score analyses
Oliver Kuss, PhD, Benita von Salviati, MS, and Jochen Börgermann, MD

目的：尽管有许多关于非体外与体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随机和非随机试验，哪种方法更加优越仍然不清楚。由
于病例选择和样本量较小随机试验的证据受到限制，缺乏随机化导致非随机试验的证据受限。倾向评分分析法有
望改善这些问题。本研究旨在系统综述所有倾向评分分析法，以比较非体外与体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方法：倾向评分分析来自8个书目数据库、引文追踪和免费网络查询，比较非体外与体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2名
独立的研究者从11个双重短期疗效中提取资料。
结果：本研究包括共35个（35/58）最初检索到的倾向评分分析，123 137例患者。所有结局的总体估计OR值小于1，
非体外手术占优势。该获益对于死亡率（OR，0.69；95% CI，0.60~0.75）、卒中、肾衰竭、输血（P <0.0001）、伤口感染
（P <0.001）、机械通气延长（P <0.01）、正性肌力支持（P =0.02）、主动脉内球囊反搏（P =0.05）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对于心肌梗死、房颤、因出血再次手术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通过对倾向评分分析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发现，对于所有评估的短期疗效，非体外手术优于体外手术。这
种优势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与临床上多数终点相关，尤其是死亡率，是最有效的标准。该结果与先前的随机和非随
机试验的系统综述相一致。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82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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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展和基础科学（摘要）

GATA4基因的新型突变与显性遗传的家族性房间隔缺损相关
A novel mutation in GATA4 gene associated with dominant inherited
familial atrial septal defect
Yu Chen MD, Zeng-Qiang Han MD, Wei-Dong Yan MD, Chu-Zhong Tang MD, Ji-Yan Xie MD,
Hong Chen MD and Da-Yi Hu MD

目的：房间隔缺损是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尽管绝大多数病例是偶发的，但仍有家族性病例报道。转录因子
NKX2.5和GATA4在房间隔缺损的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家族性房间隔缺损病例中已经发现了任一基因突变。
通过对1个单纯房间隔缺损中国家庭的研究证实是否存在NKX2.5或GATA4突变导致的房间隔缺损。
方法：有血缘关系的3代31例个体中，有8例（38%）患有房间隔缺损。170例无关个体作为对照。采取外周血标
本，从白细胞中提取基因组DNA。通过引物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对NK X2.5和GATA4进行扩增。比较患者和对照
组的PCR产物序列。
结果：家族成员基因组DNA中NKX2.5直接序列未发现突变，而GATA4序列在核苷酸928外显子5发现A和G的转
换，这预示核定位信号区（NLS区）密码子310（M310V）缬氨酸取代蛋氨酸。家族中所有患者和携带者均显示该突
变，而非房间隔缺损或对照组患者均未显示该突变。在先前研究中也未见报道该突变发生于家族性或散发的先天
性心脏病患者中。
结论：本研究发现GATA4基因中新型M310V突变，该突变位于NLS区，在一个中国家庭中引起遗传性房间隔缺损，
该家族中1例不完全外显的携带者和8例表现变异性患者。然而，该突变所致的先天性心脏病发生机制仍有待确定。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684-687)

心肺移植（摘要）

标准法与双腔静脉吻合法原位心脏移植术的比较：
对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数据库的分析
Standard versus bicaval techniques for orthotopic heart transplant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 database
Ryan R. Davies MD, Mark J. Russo MD, MS, Jeffrey A. Morgan MD,
Robert A. Sorabella BA, Yoshifumi Naka MD, PhD and Jonathan M. Chen MD

目的：大多数吻合术的研究都没能发现生存率的细小差别。我们对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数据库进行分析，目的是
研究双腔静脉吻合法与传统的双房吻合法心脏移植术的应用趋势及结局。
方法：在器官共享数据库联合网络中选出1997~2007年间20 999例心脏移植受者。根据心房吻合技术将患者分为
3组：标准双房（心房组，n=11 919，59.3%），双腔静脉（腔静脉组，n=7661，38.1%），及全心脏原位移植（全心
脏组，n=5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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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虽然双腔静脉吻合术的应用在逐渐增加，但许多移植仍然采用双房吻合术（1997，0.2% vs 97.6%；2007，
62.0% vs 34.7%；P <0.0001）。更多的双房吻合术患者需要植入永久心脏起搏器[比值比（odds ratio，OR），2.6；95%
CI，2.2~3.1]。腔静脉组患者30天死亡率显著降低（OR，0.83；95% CI，0.75~0.93），Cox回归分析证实心房组长期生
存率降低（HR，1.11；95% CI，1.04~1.19）。
结论：与双房吻合术相比较，双腔静脉吻合术心脏移植术后永久起搏器植入减少，生存优势较小，但具有统计学意
义。除非技术设计需要双房吻合术，心脏移植术均应该采用双腔静脉吻合术。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140:700-708)

（牛绍莉 译）

43

Journal of T horacic and C ardiova scular Surger y
（JTCVS）是美国胸心外科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AATS）的官方刊物，内容侧重于心血管
外科、肺与食管外科、心肺移植等多方面的新技术和新
进展。JTCVS是国际权威性学术期刊，也是临床胸心血管
外科领域引用率最高，影响力最强的杂志之一。为方便国
内胸心血管外科医生获取最新、最全面的专业研究动态
与科研信息，推动国内胸心血管外科学的发展，经AATS
授权，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CSTCS）牵头，与
Elsevier国际出版集团携手创办了《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文版）》。

《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文版）》全体编委照片

经精心筹备，
《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文版）》（以下简称中文版）的首次编委会
于2010年12月3日在北京国宾酒店黄河厅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由CSTCS及Elsevier国际
出版集团联合主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文版名誉主编朱晓东院士，中华医学会胸心
血管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文版杂志主编胡盛寿教授，候任主任委员、会议主持人
石应康教授等22位编委出席了本次会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文版名誉主编朱晓东院士，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
主任委员、中文版主编胡盛寿教授和Elsevier总监童静漪女士分别致开幕辞，预祝此
Elsevier总监童静漪女士
为朱晓东荣誉主编颁发证书

次会议成功举办。胡教授从三方面阐述了创办AATS官方期刊《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
文版）》的意义。他指出，在中国，心胸血管外科是各临床学科中相对发展空间最大
的专业之一。为满足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给年轻医生创建更多的国际交流平台，真正
做到“让世界了解我们，让我们了解世界”，我们创办了该杂志中文版；其次，JTCVS是
胸心血管外科专业领域里影响力很高的杂志之一，创办中文版的设想萌芽于近年来
CSTCS与AATS的多次交流；最终，从我们专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在学会的指导下，与
Elsevier创办此杂志中文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中文版由编委会精选原版英
文文章，注重选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尤其是对我国专业发展的指导意义，由专业医
师完全忠实于原文进行翻译。逐步考虑加入中国专家的点评，力求使杂志成为国内医

Elsevier总监童静漪女士
为胡盛寿主编颁发证书

生了解国际专业新进展和最新知识的窗口。
随后，Elsevier编辑就中文版的工作流程和2011年出版计划做了简要报告。出席

会议的各位编委在胡主编的带领下，围绕着中文版的制作流程、选题的中立性、杂志出版的实效性、翻译质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
的讨论，并对中文版的制作流程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最后，Elsevier总监童静漪女士代表原刊杂志主编Lawrence H. Cohn为中文版名誉主编朱晓东院士及主编胡盛寿教授颁发证书。
接着，朱院士及胡教授为副主编及其他编委颁发了证书。胡主编呼吁各位编委积极参与到中文版杂志的编审工作中，同心协力办好
这本刊物。希望中文版对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事业的发展及与国际接轨起到积极作用。

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
Elsevier国际出版集团

These selected articles are translated by Elsevier and distributed with the support of Chinese Society for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nd Beijing ZenoMed Scientific Co., Ltd.

10RE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