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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评

手术与介入技术的杂交时代：来自中国的经验

“我们身处盛世，却又生不逢时……我们坐拥世界，

堵塞率高以及其他设备相关的并发症。因此，学科的界

却又一无所有，我们要奔向天堂，我们却各投它方。”

限逐渐淡化，多学科相结合的新技术理应成为患者的

—— Charles Dickens, 双城记，1859年。

最佳选择。1996年，Angelini及其同事 [3] 对多支血管病

据估计，中国罹患不同种类的心脏疾病患者超过

变的冠心病患者施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ercutaneous

2.3亿人，这一数字在2010~2030年间还将以50%的速度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联合微创冠状动脉旁路移

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的心脏手术量也有很大增长，年

植术（minimally invasive direct coronary artery bypass

手术量近16万例。然而中国的心外科医生与西方同行人

grafting，MIDCABG）。这是首次将介入及外科技术相

士一样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导管技术于20世纪80年代

结合用于临床，业内习惯称之为“杂交技术”。在过去十

伴随着新中国的改革开放被引入中国。在患者需求及市

年中，杂交技术秉承“患者至上”的理念、以多学科联合

场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技术在国内迅速发展起来，传统

治疗的方式让患者受益匪浅。

[1]

的开胸手术逐步让位于新技术。针对危重患者设计的经

随着医疗设备及实时成像技术的革新，建立杂交手

皮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作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手段被引

术室开展外科手术联合介入治疗的杂交技术已成现实。

[2]

入到了临床治疗中 。最近，北京阜外医院的心脏介入

在图像引导技术的协助下，外科医师亦能运用多种介入

医生成功完成了第一例经皮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尽管

设备。在杂交手术当中，外科医生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因

现有证据还不足以确定经皮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在心

为外科医师熟知解剖结构、不受治疗路径的限制、手术

瓣膜疾病治疗中的地位，但这对传统心外科主动脉瓣置

素养高，而最重要的是，外科医生能在杂交治疗过程中

换术是一种新的挑战。

同时运用传统外科手段弥补介入技术的不足。我们见证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30年

了杂交技术在中国的诞生及蓬勃发展历程。现在全中国

间飞速发展。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更多的患

有30多个杂交手术室，中国的外科医师已在杂交心脏手

者能够负担心脏手术费用，使各类心脏手术量每年稳

术领域取得了多项成就，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冠状动脉

步递增15%～20%。虽然众多微创技术已被引入中国心

旁路手术以及主动脉手术等领域（表1）[4-10]。

脏外科领域并得到普及，但对很多患者来说，创伤更小
的经皮介入治疗更具吸引力。但诸多问题仍困扰着心脏

冠心病

介入医师，主要体现在缺血心肌再血管化不完全、支架
阜外医院拥有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心脏外科。
早在1997年，中华心血管病学会主席高润霖教授就与
笔者合作完成了电视胸腔镜辅助下微创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coronar y ar ter y by pass grafting，CABG）
联合PCI进行冠心病多支病变的治疗 [11] 。中国医师开
展的第一例杂交手术是先在导管室完成“杂交”的介
入技 术，然后再在手术室完成“杂交”的外科 手术部
分。2007年，阜外医院建成中国首个杂交手术室，现已
成为整个医院工作量最大的手术室（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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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720例冠心病患者的资料表明，左主干、分叉病变以及左

中国医师完成杂交心脏手术的部分文献

前降支完全闭塞性病变约占中国冠心病患者的20%[12]。

文献

心外科中心

年份

主题

Zhang等[4]

阜外医院

2007

Zhang等[5]
Li等[6]

阜外医院
上海胸科医院

2007
2008

Gang等[7]
Xing等[8]

华西医院
青岛儿童医院

2008
2010

Hu等[9]

阜外医院

2010

Chen等[10]

福建协和医院

2010

杂交手术治疗
新生儿PAIVS
经心房ASD封堵
经胸骨下端小切口
VSD封堵
经心室VSD封堵
经心室VSD封堵多
中心研究
OPCAB与杂交手术
比较
A型夹层的三叉支架
人工血管治疗

PAIVS ，室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VSD，室间隔缺损；ASD，房间隔缺损；
OPCAB ，心脏跳动下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先天性缺陷。
在我国大多数心脏外科，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量均占总手
术量50%以上，阜外医院2010年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量
超过4500例。在先天性心脏病的杂交治疗中，本院发明
了新的杂交术式用以治疗室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的新
生儿 [4]，以及房缺+部分肺静脉异位引流患者。至截稿
为止，阜外医院已成功为30例诊为室隔完整型肺动脉
闭锁的新生儿或婴儿进行了杂交手术，手术内容包括开

过去10年间，PCI与CABG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两种

胸经右室流出道肺动脉瓣球囊造口/球囊扩张，部分患

干预治疗共同见证了技术革新，特别是介入治疗中药物

者还同期接受了Blalock-Taussig分流。我们还针对法洛

洗脱支架的运用以及CABG中动脉血管桥的运用。然而，

四联症与肺动脉闭锁合并大体肺侧枝患者设计了一站

分叉病变、左前降支的完全闭塞以及左主干病变，依旧是

式治疗方案 [13]。在阜外同期手术中，大体肺侧枝可见于

心内科医师所要面临的难题。由于左侧乳内动脉的长期

76%的法洛四联症或肺动脉闭锁患者，其中82%的病例

通畅率高，心内科医师开展了“保护性”PCI，即外科医

成功接受了弹簧圈侧枝封堵。在侧枝封堵成功后，外科

生完成左侧乳内动脉与左前降支吻合后再行PCI治疗。在

医生即开胸进行常规先天性心脏病矫治术。

总结杂交手术经验后，自2007年开始，阜外医院又在符

血管手术

合治疗指征的冠心病患者当中开展了全新的一站式杂交
[9]

技术，至今已成功完成超过104例一站式杂交治疗 。随
着人口老龄化及冠心病发病率的不断增加，多支病变的

杂交手术室是血管外科医师最为偏爱的手术室。血

再血管化治疗在我国逐渐增多。来自中国冠心病数据库

管内外科治疗理念已延伸至胸主动脉瘤和主动脉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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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北京阜外医院杂交手术的不同类型疾病分布
A，过去3年在杂交手术室接受治疗的三大心脏病患者数。 B，总计475例患者的三大疾病分布。
CAD，冠心病；GVD，大血管病变；CHD，先天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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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轮转2~3年
心胸外科住院医培训 3年

外科医师必须经历学习曲线规律才能掌握新的杂
交技术以及与内科新同事配合的技巧。为此，我们需要
引入新的培训体系来培养杂交外科医师（图2）。阜外医
院首批青年外科医师已经在欧洲著名的心脏中心完成培

心导管和超声心动图 1年
杂交手术培训 0.5年

训，通过了我国相关资格考试，并已经开始进行杂交手
术操作。
杂交心脏手术为心脏外科医师打开了全新的视野。
现在我们正处于变革时期。心外科医师应该知道并理解

具备杂交技术操作的外科医生

介入技术及杂交技术的发展，进而勇敢地离开自己固守
的领地。杂交手术在中国的成功预示着广大患者及心外
科领域光明的未来即将来临。

图2

中国年轻医生的杂交心外科的培训课程提议

的治疗中。在过去3年中，我院大血管杂交手术量增长

参考文献

迅猛（图1）。据2005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05 Annual
Report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China）[14]，1.6亿
中国人患有高血压；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每百万人高达
20～50人。借助杂交技术，主动脉手术的死亡率和并发
症发病率显著下降，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大血管病患
者将得益于当地医疗中心杂交手术室的救治。

结语
中国的心脏外科医师有更多的缘由推广杂交手术。
首先，他们并不仅仅是导管室的座上客。早在5年前，外
科医生介入培训项目就已开始，目前外科医生已经能
够自如运用相关设备并主导杂交手术进程。其次，在中
国，由于介入治疗费用高昂，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患
儿的家长往往首先选择到心外科进行诊治，因此中国罹
患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首诊医生往往是心外科而
非儿科心脏病专家。最后，在过去的5年中，心外科医
生、心内科医生以及制造商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惠互利
关系。2008年，国家心血管病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专门就杂交手术治疗心脏
病这一专题召开首届国际座谈会，首次让国际、国内的
外科医师及介入医师对同一病例的治疗方案进行现场
讨论。这次会议的国内与会专家超过1000位。此后，杂
交技术在中国各场心脏学术会议上都成为了热点议题。

（袁昕 译 王巍、胡盛寿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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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its December 2007 meeting, the Counci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 (AATS) voted to develop an AATS Academy for aspiring division chiefs as
a part of its mission of ‘‘promoting scholarship in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This measure was taken in recognition of the lack of any formal educational process to

tory program, followed by a reception and dinner with
faculty members and participants. The program began the
next day at 7:00 AM and continued until 5:30 PM (program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tsnet.org/announcements/
announcement817.html). This was followed by a reception
for faculty members, participants, and guests. In addi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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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negotiations,
aspiring
division
chiefs
as
At
its
December
2007
meeting,
the Council
of
Amerinextthese
day endeavors
at 7:00followed
tory
program,
by a reception
and
dinner
with
success
in interpersonal
theTheultimate
perhaps
the until
most 5:30
important
thing
available
at http://www.ctsnet.org/announcements/
a part
ofofitswhich
mission
of ‘‘promoting
scholarship
in thoracic
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AATS)
voted
to defaculty
and
participants.
The program
the
goal
should
be inSurgery
a win–win
agreement.
that members
weonline
as academic
cardiothoracic
surgeonsbegan
do, and
在an2 0AATS
0 7年1Academy
2月美
国 for
胸
心
外科
学division
会（A
mchiefs
e rini crecan
学院初次活动恰好安排在2009年AATS波士顿会
announcement817.html).
This was followed
a (program
reception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This
measure
was taken
AM andcardiothoracic
continued
untilsurgery
5:30byPMmust
velop
aspiring
next
day
at in
7:00
7.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jobs
associated
with
divi-as
anyone
academic
have
for the
faculty
members,
participants, and
guests.
In addition
ognition
of mission
the
of
any Surgery，
formal
educational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tsnet.org/announcements/
aAssociation
part
its
‘‘promoting
scholarship
inprocess
thoracic
议之前，
首先是简短的日程介绍，
forlack
Thoracic
AATS）委员会上，
sionofleadership
isof
identifying
and
counseling
low
andto
teaching
and
development
of随后是教职员与受训
new
young
surgeonsto
the as
formal
presentations,
ample
time
was allowed
for disprepare
individual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of a division
announcement817.html).
This
was
followed
by a reception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This
measure role
was
taken
inmetrecmiddle
faculty
achievers
and
applying
consistent
a
high
priority.
人员的欢迎会和晚宴。项目正式启动在次日上午7点，
委员们投票决定成立AATS学院，旨在“促进胸心血管
cussion,
both
panelsthe
and
discussions
from
the
chief.
committee
wasor
appointed,
consisting
of Bartley
for
faculty
members,
participants,
and
guests.
In addition
to
ognition
of
the lack of
any
formal educational
process
to
ricsAfor
remediation
dismissal
where
appropriate.
From
a including
personal
perspective,
AATS
Academy
came
至下午5点半结束。
（www.
外科医疗事业的发展”
。之所以推行此举措，
是因为当
floor
by both
participants
and
faculty
members.
Feedback
Griffith,
Irving
Kron,
Thoralf
Sundt,
androle
Fred
presentations,
time
allowedme
forwith
disprepare
for the
administrative
aCrawford
division atthe
8. The individuals
key
to faculty
member
retention
is of
continuous
a formal
very
good
time 详细日程可登录此网址浏览
in myample
career
andwas
provided
from participants,
and
promoted
as chairman.
After
awas
series
ofwith
conference
calls
facecussion,
includingboth
both
panels
andinformal,
discussions
from
the
chief.
A committee
appointed,
consisting
ofand
Bartley
。
ctsnet.org/announcements/announcement817.html）
stimulation
in accordance
the
needs,
wants,
and
essential
information
thatformal
has served
me
wellwas
in my
early
医生赴任科主任之前，
尚未接受正规的管理教育培训。
and was
extensive.
Itchief.
was and
quickly
apparent
that the
faculty
to-face
meetings,
a tentative
program
was
Let- transition
floor
by both
participants
faculty
members.
Feedback
Griffith,
Irving
Thoralf
Sundt,
and developed.
Fred Crawford
talents
of theKron,
individual
faculty
members.
as
division
之后是教职员、受训者以及嘉宾欢迎会。除正式演讲
任命Bartley
Griffith、
Irving
Kron、
Thoralf
Sundt和
members
in some
cases
were
as much
as the
particters
were
sentAfter
toand
current
division
chiefs
and
department
from
both formal
and other
informal,
was
promoted
as
a overall
series
ofdiversity
conference
callsthe
and
face9. chairman.
Sex
diversity
among
faculty
Theparticipants,
personal
experience
oflearning
our
attendee
(V.S.R.)
外，
大部分时间用于包括教职员与受训者之间的专题
ipants,
with
many
expressing
their
regretswas
that
such
a approchairs
requesting
of经多次电话会议和面谈
individuals
who should
and
was
extensive.
It was
thatbroadly
the faculty
to-face
meetings, important.
anominations
tentative program
was developed.
Let- was
Fred
areCrawford为组委会主席。
extremely
also
very
positive:
Thequickly
range
ofapparent
topics
gram
had
not
been
available
to
them.
Feedback
also
be
considered
as
participants
in
this
program.
Forty-five
members
in
some
cases
were
learning
as
much
as
the
particters
were
sent
to
current
division
chiefs
and
department
10.
Philanthropic
pursuits
are
essential
for
the
maintenance
plicable
to
those
currently
in
leadership,
as
well
as
those
会、
讨论会。
来自受训者的反馈意见，
无论是正式的还
后，初步确定具体实施计划，并向现任科主任或系主任
suggested
that
some
ofleadership
the topics
should
be
covered
cardiothoracic
surgeons
were of
nominated,
ultimately
ipants,
with
many
expressing
theirroles.
regrets
that
such amore
prochairs
nominations
individuals
who
should
andrequesting
continued
propagation
importantand
programs
in
who
are
emerging
into
For
example,
the
是非正式，反馈时间迅速且涉及内容广泛。很显然，教
发函，
邀请他们举荐参加培训的人选。
共有45名胸心
extensively
in curriculum
a been
subsequent
session
occurred
atalso
the
19 considered
were
selected.
Candidates in
were
onForty-five
the basis portion
gram
had
not
available
to (which
them.
Feedback
be
as cardiothoracic
participants
thisselected
program.
any
academic
surgical
division.
of the
dedicated
to division
finances
职员在某些方面也获悉与培训人员同样多的知识，
很多
2010
AATS
A topics
few
topics
were
subsequently
of accomplishments
documented
their
curricula
vitae, and
suggested
thatmeeting).
some
the
should
be covered
more
cardiothoracic
surgeons
were nominated,
and
外科医生被提名，
最终19名入选。
受训者的选拔条件
11.
A good working
knowledge
of infinances
and ultimately
financial
compensation
wasofvery
useful
to surgeons
looking
at
judged todivision
beinsomewhat
less important,
and
these
wereat
dropletters
recommendation,
and
personal
knowledge
by potential
extensively
a subsequent
session
(which
occurred
the
19
wereofselected.
Candidates
were
selected
on the
basis
managemen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budgets,
manage
chief
jobs,
as
well
as
those
currently
in
教职员遗憾地表示，
他们当初没有如此好的学习机会。
是基于其归档的个人简历、推荐信以及学术委员对医生
ped, positions
with
for
thewere
second
Academy,
theaccomplishments
Academy operations,
committee.
Faculty
were selected
2010
AATSreplacements
meeting).
Aadded
few
subsequently
of
documented
inmembers
their decisions
curricula
vitae, those
day-to-day
make
intelligent
about
looking for
othertopics
models.
Another
major
有关培训的其他反馈有：
建议在今后的一系列学术活动
个人情况的了解程度。
教职员的选任基于其主攻的专
which of
was
held
in Toronto
in the
April
2010.
on the
basis
of expertise inand
particular
areas, experience
as aindi- benefit
judged
to be
somewhat
less
important,
and thesetowere
dropletters
of expenditures,
recommendation,
and personal
knowledge
by
future
communicate
and
receive
the
Academy
was
opportunity
develop
中更多覆盖一些议题
（已在2010年AATS会议中进行）
。
From
thereplacements
viewpoint
of added
2within
attendees
(V.S.R.
andthat
J.S.I.),
the
vision
chief
orfrom
department
chair,
andmembers
service
inwere
national
orga- contacts
ped,
with
for
second
Academy,
the
Academy
committee.
Faculty
selected
formation
the institu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relationships
thethe
specialty
might
业领域、
担任科主任或系主任的管理经验以及在国家
AATS
Academy
is
serving
as
a
concrete
testament
to
the
nizations
on
various
regulatory
bodies,
asa dithe not
which
was
held
in
Toronto
in
April
2010.
on
the
basisand
of expertise
in particular
areas,
experience
as
12.
A uniform,
consistent,
transparent
plan
for such
reimbursehave
otherwise
occurred.
In
particular,
opportunities
另有一些议题被认为不重要而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新
级专业机构如美国胸外科理事会(American
of
mandate
of viewpoint
the AATS
to 2develop
future
leaders
the field
American
Board
of Thoracic
Surgery
and
the Board
Thoracic
From
the
of
attendees
(V.S.R.
J.S.I.),
the
vision
chief
or department
and
service
infaculty
national
orgament
avoids
unrest
andchair,
dissension
among
memfor
mentorship,
for cross-collaboration,
and and
forin
resource
议题已在2010年多伦多第二届学术活动中进行研讨。
of cardiothoracic
significant
number
individSurgery
Review
Committee.
A secondary
but sharing
AATS
Academy
servingAas
a concrete
testament
to the
nizations
and
on various
regulatory
bodies,
such as the
Thoracic
Surgery，
ABTS）
、胸外科住院医师审查委员
bers. Residency
could
all beissurgery.
potential
outgrowths
from
theof
common
uals with
andtointernational
reputations
setthe
aside
important
goal
of the
Academy
promote
extensive
in- experience.
mandate
ofnational
the AATS
develop
future
leaders in
field2
American
Board
ofpackage
Thoracic
Surgery
andmembers
the
Thoracic
从2位参与者
（V.S.R
和J.S.I也是本文作者）
的观
13.
The recruitment
forwas
newto
faculty
con会（Thoracic
Surgery
Residency
Review
Committee）
days
of
their
time
to
participate
as
faculty
members,
and
teraction
between
faculty
members
and
tha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individSurgery
Residency
Review
Committee.
A secondary
but
stitutes
the blueprint
for
gauging
the participants
progress
of so
these
Whereas
most
corporations
offer
internal
management
点来看，A ATS学院是培养未来胸心外科领域领导者
的任职情况所决定。
AATS学院的另一项非常重要的目
this level
of
commitment
resultedhealth
in areputations
very
high
quality
propersonal
relationships
could
developed
foster
future
uals
withseminar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t aside
2
important
goal of
the Academy
promote
extensive
in- training
individuals
during
the
firstbe
1was
to
2toyears
intotheir
practice
although
care
management
的摇篮。
很多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作为教职员利
gram.
This
afforded
the
optimal
opportunity
for
disseminamentoring.
To
that
end,
the
faculty
member
to
student
ratio
days
of
their
time
to
participate
as
faculty
members,
and
teraction
between
faculty
members
and
participants
so
that
and促进教职员与受训人员之间的互动，
therefore must be very specifically defined.
标是：
增加彼此间 degrees do exist, there are no specialty-specific programs
tionlevel
of very
wellhave
organized
and
presented
information,
and
wasAcademic
approximately
1:1,
andbe
the
faculty
members
were such
this
of commitment
resulted
in
a veryinhigh
propersonal
relationships
could
developed
to
fosterbefuture
用2天的时间参与该教育项目，
使其成为质量很高的教
14.
cardiothoracic
division
chiefs
must
preas
this
that
been
documented
thequality
literature.
的个人交往，为今后指导学员奠定基础。最后，
教职员
also
for
outstanding
networking
and
conversation
opporturequired
to
agree
that
they
would
be
present
for
all
aspects
gram.
This
afforded
the
optimal
opportunity
for
disseminamentoring.
To
that
end,
the
faculty
member
to
student
ratio
pared to spend significant time and effort on the logisThe
AATS这一活动为杰出的教职员与突出受训人员之
Academy is solely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育项目，
与受训人员之间的比例接近1:1，
nities
distinguished
faculty
and
the
attendees.
of the
entire
program.1:1,
In
brief guest
appearances
ofbetween
verysurgeons
wellthis
organized
and presented
information,
and
was
approximately
andwords,
the 教职员将对培训项目中
faculty
members
were
tics
and execution
ofother
residency
training,
as required
by
oftion
thoracic
as educational,
financial,
managerial,
间进行信息交流、
传播、
讨论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机会。
The
messages
conveyed
by
the
speakers
of
the
Academy
to
give
a
talk
and
leave
were
strongly
discouraged.
The
meetalso
for
outstanding
networking
and
conversation
opporturequired
to
agree
that
they
would
be
present
for
all
aspects
the American Board of Thoracic
Surgery,
the Thoracic
and institutional leader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organiza的所有内容进行现场讲解。
换句话说，
杜绝访客式的短
were学院教职员讲述的信息简明和切中要害，
focused
and they
covered
theattendees.
spectrum
ingthe
room
was
set up inInan
informal
classroom
style,
with
as- tions.
nities
between
this
distinguished
faculty
and
the
of
entire
program.
other
words,
brief guestand
appearances
Surgery
Residency
Review
Committee,
the
AcThose
ofand
us succinct,
who
attended
(V.S.R.,
J.S.I)
certainly
内容涉及
暂见面后离去的培训方式。
培训授课安排在非正规教
of
the
appropriate
issues
that
emerging
leaders
in
the and
field
signed
seating
so
that
2
faculty
members
and
2
participants
The
messages
conveyed
by
the
speakers
of
the
Academy
to
give
a
talk
and
leave
were
strongly
discouraged.
The
meet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emerged both with an improved managerial tool kit
即将赴任的领导者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
作者J.S.I很荣
would
encounter.
One
of
us
(J.S.I.)
was
fortunate
to
attend
were
at
each
table,
again
to
promote
interaction.
were
focused
and
succinct,
and
they
covered
the
spectrum
ing
room
was
set
up
in
an
informal
classroom
style,
with
as室进行，
2名教职员对2名受训人员，
15.
The landscape
of cardiothoracic 鼓励彼此间互动交
surgery residency
with contacts and resources to call on for real life challenges
thisthe
first
Academy issues
and summarizes
here leaders
the
mostinimportant
The
initial so
Academy
took
place
justand
before
the must
2009 that
of
appropriate
that emerging
the field
signed
seating
that 2 faculty
members
2 participants
幸地参加了第一届学院培训教育活动，
并总结了该培训
is
changing.
Programs
and
program
directors
may
develop.
流、相互协作。
things encounter.
learned from
theofAcademy,
which aretoused
in
AATSatmeeting
in Boston
beganinteraction.
with a brief introducwould
One
us (J.S.I.) all
wasoffortunate
attend
were
each table,
again toand
promote
项目中的如下几项重要内容，这些知识对即将赴任部门
navigating
throughand
thesummarizes
transition tohere
the the
rolemost
of a important
new divithis
first Academy
The initial Academy took place just before the 2009
领导者至关重要。
sion chief:
things
learned from the Academy, all of which are used in
AATS meeting in Boston and began
with a brief introducFrom the Division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a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b
navigat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 to the role of a new divi1、胸心外科主任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和促进科室工
Center, San Antonio, Tex; and the Division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Medical
1.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cardiothoracic surg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harleston, SC.
sion
chief:
a
division chief is to mentor and promote the careers of
From
the Division
of have
Cardiothoracic
University
of commercial
Texas Healthsupport.
Science
作人员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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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ATS Academy: Development of a unique concept in medical
education

15、
4、
领导者在组织安排工作时的方法和态度，
对今
3. A
leader
determines the goals and inspires and guides
maintain
very determines
open mind and
be nimble
with regard
3.胸心外科住院医师的职位蓝图正在不断改变，
A aleader
the goals
and inspires
and guides
be nimble with
regard
other to accomplish them.
to
their
approaches
to
the
nature
and
timing
of
residency
other
to
accomplish
them.
and timing 后的成功有深远的影响。
of residency
住院医师培训项目及项目指导者必须有开放和敏捷的
4. The manner in which a job is structured during the netraining,
operative
assessments,
and simulation.
4. The
mannerskills
in which
a job is structured
during the nements, and simulation.
b
思路，
重视住院医师培训阶段节奏的掌握，
重视他们对
5、
充分的准备和工作热情是在竞争和协商中胜出
a profound
impactaon
subsequent
16. 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
2
gotiation
hasCrawford,
aresidency
profound training,
impact
subsequent
idency training,
the
2 process
V. gotiation
Sreenath
Reddy,has
MD,
MBA, FACS,
John
S. Ikonomidis,
MD,
PhD,
andprocess
Fred
A.
Jr,
MDbonthe
success
most important
are successful passing of
success infinal
thatmetrics
position.
e successful的关键。
passing
of in that position.
手术技术的模仿和评估。
5. Preparation
and enthusiasm are the keys to
successful
the American
Boardand
of Thoracic
Surgery
examinations
5. Preparation
enthusiasm
are the
keys to successful
c Surgery examinations
CARDIOTHORACIC
SURGICAL
EDUCATION
AND
At its
2007 meeting, the Council of
The Ameritory
program,
followed
by a TRAINING
reception and dinner with
16、
胸心外科住院医师培训工作的完成有两个指
6、December
充分的准备和严谨细致的谋划是人与人协商中
jobindecompetition and negotiation.
and thejob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a career as an indecompetition
and negotiation.
of a career as an
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 (AATS) voted to de- 标，
faculty
members and participants. The program began the
即通过ABTS的考试和成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外科
胜出的关键，
6. Preparation
and careful strategy will determine one’s
pendent
surgeon. The
of ourwill
residents
for one’s
6. Preparation
andpreparation
careful strategy
determine
on of our residents
for 也是最终达到双赢的关键。
velop an AATS Academy for aspiring division chiefs as
next day at 7:00 AM and continued until 5:30 PM (program
success
in
interpersonal
negotiations,
the
ultimate
these
endeavors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success
in
interpersonal
negotiations,
the
ultimate
e most important
thing
作为胸心外科医生，
在住院医师阶段，我们都曾
7、对领导者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是识别和劝告水平处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tsnet.org/announcements/
a part
of its mission of ‘‘promoting scholarship in thoracic 医生。
of which should be in a win–win agreement.
that wegoal
as academic
cardiothoracic
surgeonsagreement.
do, and
of which should
be in a win–win
racic surgeons goal
do, and
announcement817.html).
This was followed by a reception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This
measure was taken in rec- 为此努力。
下层干部的人不断进步，
必要时要解雇部分人员。
7.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jobs associated with divianyone
in academic
cardiothoracic
must have
7. 如今在胸心外科工作的任何人都应将培养造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surgery
jobs associated
with diviacic surgery于中、
must
have
for faculty members, participants, and guests. In addition to
ognition of the lack of any formal educational process to
sion
leadership is identifying and counseling low and
the teaching
and development
of newand
young
surgeonslow and
sion leadership
is identifying
counseling
of new young surgeons
就年轻的外科医生当作首要任务。
8、使员工保持工作热情的关键是有与其愿望、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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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新生儿及低月龄婴儿Ebstein畸形完全矫治术后16年随访分析

目的：本研究旨在回顾分析对新生儿及低月龄婴儿施行Ebstein畸形完全矫治手术患儿的远期疗效。
背景：1994年3月至2010年5月，32例（23例新生儿，9例低月龄婴儿）患儿接受Ebstei n 畸形外科手术治疗，平
均体重3.9±2.0 kg（范围，1.9～8.6 kg），按Great Or mond St reet医院心脏超声分级（Great Or mond St reet
Echocardiography，GOSE）评分，23例新生儿中有22例评分大于1.5，所有婴儿病例评分均大于1.0。术中同期修复
所有患儿合并的心脏畸形，其中包括15例肺动脉闭锁，4例室间隔缺损。主要疗效评价指标包括：①早期和晚期生
存率；②再次手术的豁免情况；③三尖瓣修复术的耐久性；④患者心功能状况。

结果：术后早期生存率为78.1%（25/32例）。晚期死亡1例。15年预期生存率为74%±8%。对于伴有和不伴有肺
动脉闭锁患儿，其早期生存率分别为60%（9/15例）和94.1%（16/17例）
（P ＝0.05），术后15年预期生存率分别为
60%±12%和85%±10%（P＝0.06）；而在新生儿亚组中，伴有或不伴有肺动脉闭锁患儿的术后15年预期生存率分别
为40%±15%和79%±13%（P＝0.03）。平均随访时间为5.9±4.5年（范围，0.1～16年）。90.6%（29/32例）的患儿进行
了双心室修复术。所有患儿术前的三尖瓣返流程度中位评级为4/4，而在后期随访中三尖瓣返流程度评级为1/4。接
受双心室矫治的患儿术后15年的再手术免除率为74%±10%。所有存活患者的心功能状况根据纽约心脏协会分级
为心功能Ⅰ级或Ⅱ级。

结论：对于有明显症状的Ebstein畸形新生儿，进行双心室矫治是可行的，手术的早期和晚期生存率良好，对于
那些不伴有肺动脉闭锁的患儿尤为明显。新生儿期三尖瓣修复术的远期效果可靠，心功能状态良好。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163-9）

后瓣叶向心尖方向下移。而三尖瓣的前瓣多数仍处于正
常瓣环，但瓣叶冗长似船帆样改变。右心室的心肌也会
有一定的病变，且由于部分心房化导致功能右心室腔减
小[2]。Ebstein畸形患者出现临床症状的年龄差异很大，
Ebstein 畸形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病变特

从新生儿到成年以后不等 [3,4]。新生儿患者出现症状表

征是三尖瓣瓣叶与右心室心内膜组织间结合出现不同程

现往往是三尖瓣返流、右心室功能障碍、室间隔向左侧

[1]

度的障碍而出现幔状分离 。三尖瓣瓣叶，尤其是隔瓣和

偏移导致左心室充盈障碍、肺血流不足和心律不齐等综
合因素影响的结果。新生儿期出现明显症状的Ebstein
畸形患儿死亡率极高[6]。按Great Ormond Street 医院心
脏超声分级（Great Ormond Street Echocardiography，
GOSE），评分高于1.5或高于1.1，同时合并紫绀的Ebstein
畸形新生儿的死亡率接近100%[4,6]。此外，新生儿患者心
脏重度扩大心胸比大于0.8，有严重的三尖瓣返流，没有
紫绀但GOSE评分大于1.0同时伴有功能性肺动脉闭锁以
及较大的房间隔缺损的患儿预后也非常差[3,6,8]。对于这
些危重患儿的手术治疗在不同的研究中心差异极大，采
用的手术方式包括Starnes右心室旷置术，体-肺动脉分流

6

儿纳入本随访研究（n=32）。

缩略词

Ebstein畸形的诊断经超声心动图按照通常标准进

房间隔缺损
双心室修补术
Ebstein畸形
Great Ormond Street医院心脏超声
肺动脉闭锁
肺动脉狭窄
右心室
右室流出道
三尖瓣

行

[1-3]

。超声心动图评估显示，大多数患儿的隔瓣下移大

于8 mm/m 2。3例患儿的后瓣移位更为明显而非通常所
见的隔瓣下移。三尖瓣返流程度采用彩色多普勒进行定
量分级，评分由0（无）到4级（严重）。GOSE评分[4,6,14]的
计算，是由右心房和心房化的右心室的面积之和除以功
能性右心室与左心房、左心室的面积之和。其余的心脏
畸形经超声心动图评估。房室连接不一致合并Ebstein
畸形的病例不纳入此项研究。
主要评价指标包括：①早期和远期存活情况；②再
[9]

手术免除情况；③三尖瓣修复的耐久性；④患者的心功

在1991年首先报道了单心室的姑息术式，是第一个针对

能状态（纽约心脏协会分级）；⑤长期服用抗心律失常

有症状的Ebstein畸形新生儿患者有效的手术方式，其疗

药物治疗情况。

术，介入和外科杂交术式以及心脏移植

[9-16]

。Starnes等

效得到了小儿心脏外科领域的广泛认可。2000年KnottCraig等 [12] 首先报道了一组8例新生儿接受双心室矫治
（biventricular repair，BVR）的结果，死亡率为12%，术
[12,14,17]

后随访5年。之后，我们

研究分组（n=32）
研究期间32例Ebst ei n 畸形患儿实施了手术干预

报告了本研究中心的手术技

治疗，包括23例新生儿和9例婴儿。男婴17例（17/32例；

术、围术期管理方案和早期结果显示，BVR手术治疗严

53%）。手术时的中位年龄为15天，平均体重3.9±2.0 kg。

重Ebstein畸形的新生儿及婴儿技术可行。

最小的新生儿体重为1.9 kg，为孕34周早产儿，合并有解

本研究旨在分析在新生儿期及低月龄婴儿期对Ebstein
畸形患儿进行BVR作为Ⅰ期确定性手术的远期疗效。

剖性肺动脉闭锁。平均心胸比率为0.92±0.02。23例新生
儿中有22例的GOSE评分大于1.5（三尖瓣返流4/4），9例
婴儿的GOSE评分都大于1.0（三尖瓣返流3～4/4）。13例

患者和方法

新生儿和2例婴儿合并解剖性肺动脉闭锁。此外，1例5周
龄婴儿患有严重的肺动脉狭窄。

研究设计

完全的BVR包括以下5个方面：①研究期间，随着手

19 9 4 年3月至2 010 年5月间，连 续 接诊 的 4 4名有

术经验的不断累积以及对既往研究不足的不断认识和

症状的Ebst ei n 畸形新生儿被转诊到资深作者（其中

改进，三尖瓣修复技术也得到了不断完善。早期，如果前

Christopher J. Knott-Craig 43例；Umar S. Boston 1例）

瓣发育和活动度良好，我们采用Danielson方式修复[11]。

进行手术评估。这些患儿曾先后在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

后来，我们进行三尖瓣修复术时，更加注重三尖瓣瓣叶

荷马市的俄克拉荷马儿童医院（1994~2006年）、阿拉巴

的对合效果而非三尖瓣瓣环的提升。近期，我们还加用

马州伯明翰市的阿拉巴马大学医院（2006~2008年）和

Sebening方式缝合技术[18]将前瓣叶粗大的乳头肌固定到

田纳西州孟菲斯的Le Bonheur儿童医院（2008~2010年）

室间隔上，以减轻肺动脉高压对手术后早期恢复的影响。

进行手术治疗。

Ebstein畸形的三尖瓣通常发育不良，可以呈帘状，严重发

4 4例患儿中，2例婴儿出生 后经围产期复苏治疗

育不良，事实上，每一例患者的三尖瓣修复都是个体化

死亡。还有19例新生儿联用前列腺素类药物，一氧化氮

的；②行右心房缩减成形术，以利于肺的膨胀和改善心功

（nitric oxide，NO）吸入，间断性正压通气和强心药物

能；③房间隔缺损部分关闭，保留下3 mm的开窗，术后发

支持治疗，病情稳定未进行手术治疗 [12,13]。尽管这19例

生右心室功能不全时作为右至左的分流通道减轻右心负

患儿最终都安全出院，但其中有9例患儿在低月龄婴儿

荷；④对于合并解剖性肺动脉闭锁或者肺动脉狭窄的患

期需手术干预治疗。其余的23例危重Ebstein 畸形新生

儿，应适当重建右心室流出道（right ventricle ﬂow tract，

儿在新生儿期施行了紧急手术治疗。这些在新生儿期接

RVOT）。我们采用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早期我们使用

受手术的23例患儿和在低月龄期进行矫治手术的9例婴

未经处理的自体心包片行有限跨瓣环补片，将右室流出道
7

内径扩大至约7 mm。之后，我们更多采用同种主动脉；⑤
所有合并的心脏畸形均同期进行矫治（表1）。

另1例新生儿在外院先行三尖瓣成形，之后改行三尖
瓣置换后并发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转入我院，在转院前
该患者还因为低氧血症进行了巨大房间隔缺损介入封堵

表1 并发症及合并的心脏畸形

和植入三尖瓣的人工生物瓣膜球囊扩张术。转入我院手

单发或多发室间隔缺损
解剖性肺动脉闭锁
功能性肺动脉闭锁
机械通气
肝肾衰竭
弥漫性凝血障碍
颅内出血 Ⅲ或Ⅳ级
肺动脉分支发育不良
左心室小
恶性快速心律失常

术中，我们取出了房间隔封堵装置，修补了房间隔缺损，并
取出了功能障碍的人工三尖瓣，再次应用生物瓣行三尖瓣
替换。该患者术后已随访8年，也无症状，恢复好。
三尖瓣修复技术之前已有详细的报告[13,14,17]。其中
10例患儿行Danielson成形，10例患者进行了De Vega后
瓣环成形术，1例患者进行了前瓣叶的扩展术，5例患者
进行了瓣环成形联合瓣膜裂隙修补术。最近7例患者中
有5例还在三尖瓣修复中加用了Sebening 乳头肌缝合固
定技术[18,19]。
3例患儿未施行BVR：①第一例合并有解剖性肺动

手术前处理和手术指征
这些危重患儿初期救治均在重症监护室进行。对
这类新生儿的术前治疗策略我们此前已有报告

[12-14]

脉闭锁婴儿，转入院之前已在外院做过4次胸骨劈开切

。适

口行体肺分流术和分流血管重置术，导致严重的疤痕性

度的镇静和肌松可以降低肺血管阻力和平均气道压力。

肺动脉发育不良。我们在术中运用同种肺动脉补片在两

使用多巴胺和异丙肾上腺素进行强心支持改善心脏输

侧肺门间加宽肺动脉干，并且做了双向Glenn手术，对合

出量。对于合并解剖学肺动脉闭锁或肺动脉狭窄，或者

并的肺动脉闭锁没有进行处理。该患者目前正在进行评

肺血管阻力明显升高的患儿应给予前列腺素治疗。也可

估拟行1½心室矫治术。②第二例新生儿伴解剖性肺动

使用NO吸入降低肺血管阻力。每日进行超声心动图检

脉闭锁，功能右心室极小，三尖瓣瓣叶未发育仅残迹，

查以评估前向性肺动脉血流的动态变化。

无法进行修复，采用Starnes方式实行了右心室旷置术。

早期手术干预的指征包括持续依赖机械通气，药

随后该患者成功进行了双向Glen n手术，并实施完全

物治疗难以纠正的右心衰，严重三尖瓣返流伴明显紫

Fontan手术。③第三例新生儿合并解剖性肺动脉闭锁以

绀，持续需要大剂量静脉强心药物支持治疗，以及持续

及轻度三尖瓣返流，由于功能右心室严重发育不良，不

前列腺素依赖性血循环的患儿。

适合行BVR，该患者Ⅰ期仅施行了体-肺循环分流术。随
后成功进行了双向Glenn吻合手术，目前正在等待进行

手术修复
29例患儿（29/32例，90.6%）在新生儿期或婴儿期
进行了BVR。具体技术细节先前已有文章发表[12,14,17]。

Fontan手术。
进行BV R 的患 者均同期 矫正了合并 的心脏 畸 形
（表1），包括4例合并单发或多发室间隔缺损的患者。

我们技术方案的要点主要体现在三尖瓣修复和合并肺
动脉闭锁患儿的RVOT重建技术。

RVOT的处理 15例患儿合并解剖性肺动脉闭锁。1例合
并极重度肺动脉狭窄。另有7例患儿术中确认存在功能

三尖瓣修复 26例患儿进行了三尖瓣修复手术。1例患

性肺动脉闭锁。

儿因三尖瓣仅存在轻微返流未行三尖瓣成形术。另外2

在早 期 的 手术 病 例中，对 于合 并解 剖 性 肺 动 脉

例患者直接进行了三尖瓣置换术。1例新生儿在外院行

闭锁，我们重 建 右心室 流出道 的 方 法 是 跨 瓣 环 补片

Star nes右心室旷置手术失败，转至我院时接近濒死状

（n=8）或肺动脉瓣直视切开术（n=1）。其中2例患儿术

态。术中去除了旷置右心室的补片，应用人工机械瓣膜

后需要体外膜肺氧合支持；之后重回手术室拆除流出

施行三尖瓣置换，并用同种主动脉重建RVOT。8个月后

道补片，使用同种带瓣血管修复。尽管这2例患儿手术

应用生物瓣置换部分血栓形成的机械瓣膜，同期行双向

后均死亡，但在使用同种带瓣血管重建RVOT后，患儿

Glenn吻合术以期延长生物瓣膜的使用年限。这例患儿

血流动力学改善明显，使我们决定在之后的3例患者中

目前已随访10年，无症状且恢复良好。

选用细小的同种带瓣血管矫治解剖性肺动脉闭锁，患

8

分布连续（成对）变量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非正态分

儿均存活。
2例进行了BVR的患儿需要附加体-肺循环分流术

布变量比较采取Wilcoxon检验。小数值分类变量比较

以增加肺动脉血流，其中1例患者肺动脉发育细小，另1

采取Fisher精确检验。我们检验了合并肺动脉闭锁或需

例患者功能右心室极小。体-肺分流均是患儿在术中脱

要进行体外氧合膜肺支持是否与手术死亡率有关。对

离体外循环后出现明显低氧血症情况下进行的。

所有进行BVR的Ebstein患儿均进行Kaplan-Meier累计

5例实施BVR的患儿还进行了双向Glenn手术，9例

生存率和需再次手术预计分析。Kaplan-Meier生存率

婴儿期进行矫治手术的患儿中4例（修复手术时年龄都

的表示采取平均值±标准差。数据分析采用R 2.10.1 软

大于3个月）和1例新生儿患者附加了这一手术。这例新

件、
“survival”数据包进行。所有数据结果均经SPSS17

生儿在矫治术后7月龄时由于残留中度三尖瓣返流从而

（SPSS，Inc，Chicago，Ill）分析验证。

行附加双向Glenn手术。其中1例患者在围术期因为体循
环静脉压过高而拆除双向Glenn分流。在3例分期行单

结果

心室矫治的患者中，也采用双向Glenn手术行二期姑息
手术。

早期生存率
术后早 期生存率为78.1%（25/ 32例）。伴 有肺动
脉闭锁患儿的早期生存率为60%（9/15例），不伴有肺

随访
从病案资料中获取临床救治、手术以及围术期资

动脉闭锁患儿的早期生存率为94.1%（16/17例），两者

料。长期随访通过门诊和电话询问，收集超声心动图以

相比P ＝0.05。接受BV R的29例患儿的早期生存率为

及心导管检查的数据，所有随访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76%±10%。在新生儿期需要手术治疗患儿的早期生存

审查同意。最长随访时间持续16年，随访率为93%，平

率为69.5%（16/23例）。

均随访时间为5.9±4.5年。

术后需要体外膜肺氧合治疗的新生儿无一例早期
存活（n＝3，P ＝0.01），这3例新生儿均伴有解剖性肺
动脉闭锁，2例死于心衰伴右室扩张，1例死于持续性出

统计学分析
属正态分布的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而非

血。其中2例再次回到手术室拆除跨肺动脉瓣环补片，改

正态分布的数据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表示。正态

用同种带瓣主动脉重建RVOT。虽然术后患儿的血流动

双心室矫治术后生存率

1.0

1.0

0.8

0.8

累计生存率预计

累计生存率预计

Ebstein畸形患儿生存率

0.6

0.4

0.6

0.4

0.2

0.2

0.0

0.0
0

5

10

15

生存时间（年）

图1 所有E b s t e i n 畸 形患者的K a pl a n - Me ie r生存 分析
（n=32）。

0

5

10

15

生存时间（年）

图 2 E b s t e i n 畸 形患 者 双 心室 矫 治 术 后 生 存 率 分 析
（n=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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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tein畸形双心室矫治术后三尖瓣返流情况

新生儿双心室矫治术后生存率
1.0

累计生存率预计

0.8

术前
三尖瓣返流

0.6

0.4

0.2

晚期随访
三尖瓣返流

不伴有PA
伴有PA

P<0.05

p=0.01

0.0
0

5

10

0

15

1

2

3

4

三尖瓣返流分级

生存时间（年）

图3 伴 有解 剖性 肺动脉闭锁（n =11）和 不伴 有肺动脉
闭 锁（n =10）的 新生 儿 行双 心室 矫 治 术后生存 率比 较
（P =0.03）。PA ，肺动脉闭锁。

图4 术前和晚期随访的三尖瓣返流程度分析。三尖瓣返
流分级：0=无返流；1=轻度返流；2=轻中度返流；3=中度
返流；4=重度返流。

力学显著改善，但1例术后出现IV级颅内出血死亡，另

度中位值术前为4/4，在远期随访中为1/4，两者比较有显

1例死于持续性凝血功能障碍。

（图4）。接受BVR的患儿在随访期间
著改善（P =0.01）

所有3例初次修复术前合并3~4级颅内出血的新生

未出现进行性三尖瓣狭窄。

儿均死亡。2例手术后并发严重颅内出血的患儿也无一
存活（P＝0.01）。
3例采取分期单心室姑息性手术的患儿，Ⅰ期手术后
全部成活，且在随后成功接受双向Glenn手术，随访恢

再次手术免除率

复良好。
1.0

晚期生存率
0.8

约为74%±8%（图1）。仅有的1例晚期死亡患儿手术时为
合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早产儿，术后2年死于呼吸道合
胞病毒性肺炎。接受BVR的29例患者，15年预期生存率
为72%±9%（图2）。伴有和不伴有肺动脉闭锁患儿的术
后15年预期生存率分别为60%±12%和85%±10%（P＝
0.06）。在新生儿手术组，伴有和不伴有肺动脉闭锁患
儿的术后15年预期生存率分别为40%±15%和79%±13%

累计生存率预计

晚期随访中有1例患儿死亡。全组15年预期生存率

0.6

0.4

0.2

（P＝0.03）
（图3）。
0.0

三尖瓣功能及耐久性
术前三尖瓣z值为3.1±1.6。接受三尖瓣修复的患
者，三尖瓣瓣环平均缩减10.4±5.2 mm。三尖瓣返流程
10

0

5

10

无需再次手术的时间（年）

图5 BVR术后患者的再次手术免除率（n=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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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术后50%的生存率[21]。

再次手术免除率
3 例 行 姑息手术 的患 儿 均 进行了 再 次手术。4 例

对于在新生儿期（n=23）有明显症状并需接受手

接受BV R的患儿需要再次进行三尖瓣手术。有2例患

术治疗的危重Ebstein畸形患儿，本组86%的病例可以

者再次手术中置换了首次手术中置换的人工瓣膜，另

完成BVR。我们的结果与Reemtsen [16] 和 Shinkawa [22]

2例患者因重度的三尖 瓣 返流接受了三尖 瓣 替 换。有

的报告不同，他们报告的病例仅有10%完成了BV R。

2例患者在三尖 瓣替 换术中同时附加了双向Gle n n手

这一治疗路径的明显 差 异可能是所 收治病例严重程

术。施行BV R 的患儿术后15年K apla n-Meie r 预期再

度不同的结果，但也可能与各中心坚持的治疗理念不

次手术免除率为74%±10%（n＝29）
（图5）。

同有关。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一部分危重的Ebstein
畸 形 新生 儿，如 果 不 及 时 手术，其 早 期 死 亡率几 近
100%[4,6]。我们的选择性实施BVR的治疗策略取得了令

心律失常和心功能评估
虽 然 有4 例 新生 儿 在 接 受BV R 术前 既 有恶 性 的

人鼓舞的结果，全组病例术后早期的生存率为78.1%，

快 速心 律失常，但 术后只有1例患儿目前仍 遵医嘱服

新 生 儿 期 进 行 手 术 的 患 儿 术 后 早 期 生存 率 也 达 到

用抗 心 律失常药物。所有 存 活患 者心 功能 为 纽 约心

69.5%。不合并解剖性肺动脉闭锁的新生儿手术后早

脏协会分级1~2级。本研究系列中的第1例患者目前已

期生存率高达90%，即使合并肺动脉闭锁的新生儿术

就读高中，同时还是学校美式足球队的外接手。他最

后早期的生存率也达到53.8%。如果细加分析，本组

近的心脏 超声提 示为双侧心室 功能 正常伴轻微 三尖

病例中合并解剖性肺动脉闭锁的新生儿，在施行BVR

瓣返流。

术后早期生存率仅为45.5%。这一结果与Bove研究组
（Shinkawa等）[22] 报告的同类病例术后早期生存率仅

讨论

为25%的结果相似。
显然，伴 有解剖性 肺动脉闭锁的E b s t ei n 畸形新

Ebstein畸形的外科治疗是非常困难的，在新生儿

生儿是病情最为危重的病例，迄今仍是亟待攻克的难

期既有严重临床症状的患儿的处理仍然非常棘手。尽

题。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在本研究的后期对处理这

管已经有了多种外科手术和保守治疗策略，但患儿的

类患儿的策略进行了一些改进，技术要点包括：①我们

早期生存预后一直不理想[3,4,6]。甚至有资料表明，即使

观察到，三尖瓣返流的严重程度似乎与功能右心室舒

Ebstein畸形患儿在出生一个月后有症状并明确诊断，

张期内径呈反比。因而，对于术前仅有轻度三尖瓣返

患儿的死亡风险也要比那些1岁以后才有症状的确诊

流（1～2/4）的患儿，我们主张结扎未闭的动脉导管，

[3]

患儿高出8倍以上 。最近的儿科健康信息系统数据显

附加体-肺动脉分流术，尽可能施行非常保守的直视肺

示，在2002～2006年间，即便症状轻微的Ebstein畸形

动脉瓣切开术。并在非体外循环条件下完成上述所有

新生儿在美国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其早期死亡率仍高达

操作。Ⅰ期手术后，患儿4月龄时，再改行双向Glen n吻

22%[20]。这一结果表明相对于幼儿和儿童患者病情较为

合术，如果此时患儿的右心室发育显著改善，部分关

平稳，Ebstein畸形在新生儿期的病程极为凶险甚至难

闭房间隔缺损，采用跨瓣环补片或同种带瓣血管重建

以预料

[5,7,11]

RVOT。②如果患儿术前既有严重的三尖瓣返流，通常

。

本研究中外科治疗的有症状新生儿中，45%的患儿

患儿的功能右心室腔明显扩大，但三尖瓣瓣下结构会

在初期接受过保守治疗。然而，事实上其中47%的患儿

附着在紧邻闭锁的右室流出道处，这种情况下，使用同

需要在出生后及早进行手术治疗。这一结果也与既往的

种带瓣血管进行RVOT重建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三尖瓣

观察结果相符合，如果不进行手术治疗，约50%无紫绀

的完整性。对于这类患儿，我们主张使用开窗的补片

[6]

的Ebstein畸形新生儿有可能在1岁以内死亡 。本组手

施行Star nes右心室旷置手术。③在另一些患儿，其功

术治疗无症状低月龄婴儿Ebstein畸形患者9例，是迄今

能右心室发育适中，且三尖 瓣结构适于修复（通常如

国际上最多的一组婴儿期进行Ebstein畸形矫治外科手

此），我们主张应用一个直径较细的（7～9 m m）同种

术治疗的报告，9例患儿的术后早期和远期生存率均为

带瓣主动脉重建RVOT，然后行三尖瓣成形，部分关闭

100%。这一结果显著优于欧洲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多中

房间隔缺损，具体细节如前所述。

心研究报告的2002～2005年间外科治疗Ebstein畸形婴

本组中有2例合并解剖性肺动脉闭锁的新生儿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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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症状的Ebstein畸形新生儿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无效

密切观察

继续观察

婴儿期
手术治疗

轻度三尖瓣
返流

体-肺分流术

分流+
肺动脉瓣切除术

解剖性
肺动脉闭锁

无肺动脉闭锁

病情稳定

病情
不稳定

完全性
BVR

结扎动脉导管和
主肺动脉+体-肺
分流术

中重度三尖瓣
返流

右室小

右室足够大
Starnes
姑息术

单心室矫治

1½心室矫治

Starnes
姑息术

完全性
双心室矫治

BVR+
带瓣管道

图6 有症状的Ebstein畸形新生儿外科治疗图。

中采用跨瓣环补片，术后需进行体外膜肺氧合支持，均

患儿肺循环阻力下降，且对患儿心脏畸形有了细致和

重回手术室应用小直径的同种带瓣主动脉连接右心室

充分的分析，再按上述策略对患儿进行手术矫治。

和肺动脉。这2例患儿二次手术后，血流动力学均获得

本组患儿的早期和晚期生存率均明显优于近期其

明显改善，如果不发生后续的其他并发症，应该能存

他类似的研究报告 [3,6]。欧洲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医师协

活下来。基于上述经验，采用目前规范的诊疗方案，在

会数据库的一项多中心研究结果表明，在新生儿期进

最近2年内我们已成功连续完成了4例合并肺动脉闭锁

行的所有类型Ebstein畸形矫治术汇总的手术死亡率为

Ebstein畸形新生儿的治疗，无1例早期和晚期死亡。我

53.8% [20]。Reemtsen等 [16] 报告非连续性随访观察16例

们目前的外科治疗策略规范流程见图6。

患儿，新生儿期采用单心室方式姑息手术治疗Ebstein

我们目前 的 治 疗策 略 中还有一 些 其他方面的改

畸形的术后早期死亡率为24%。最近，Shinakawa等 [22]

进，对于合并严重肺动脉瓣返流和三尖瓣返流濒于心

回顾了他们对24例Ebstein畸形新生儿进行外科治疗的

源性休克的Ebstein畸形患儿，我们的方法是立即将患

经验，采用Star nes右室旷置单心室姑息手术的患者术

儿送入手术室，在非体外循环下，结扎未闭动脉导管，

后10年的预期生存率为63%。作为对照，如果在新生儿

采用直径较细的人工血管建立Blalock-Taussig分流，

期进行体-肺分流术能使患儿度过婴儿早期的危重期，

应用束带 部 分缩窄肺动脉主干。观察3～7天后，一旦

患者术后的10年预期生存率则可高达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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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果表明新生儿Ebstein畸形患者三尖瓣成
形的远期效果是可靠的，术后15年Kaplan-Meier预期再
次手术免除率为74%。大多数患者在随访期间三尖瓣返
流情况保持稳定，且程度较轻。总体而言，所有患者的
心功能状态良好，本组第一例患者是最好的例证，患者
16年前在新生儿期进行了BVR，目前是一名田径运动员
和高中美式足球队的外接手。当然，患者术后心功能状
态是否能真实反映适度最大氧耗量的情况，还需要更
全面的运动试验进行深入的验证。从随访后期的超声
心动图结果来看，三尖瓣修复似乎并没有导致渐进性的
三尖瓣狭窄发生，本组没有1例患者因三尖瓣狭窄进行
再次手术。
我们在随访过程中还注意到本组患儿术后心律失
常的发生率很低。我们此前一直设想，Ebstein畸形的
患者心律失常可能部分与慢性的右心容量超负荷有关，
那么早期进行手术矫正血流动力学异常，预期可能明
显减少心律失常的发生。虽然这一观点还需进一步评
估和验证，但也不失作为早期手术矫正优越性的一个
方面。
新生儿Ebstei n 畸形患者的治疗仍然是先心病外
科 领域 极具挑 战的难 题 之一。在 新生 儿期进行BV R
可以取得良 好 的 远 期 疗 效，特别 是 对 于那 些 能完 成
三尖 瓣成 形 术 的患 儿，远 期 生存 率 和 再 手术免 除率
会更好。

参考文献

（肖娟 译 肖颖彬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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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心室发育中等的室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同期行肺动脉瓣射频
打孔及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早期及中期随访结果

目的：本文旨在针对室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患儿中右心室发育中等的这一群体，在进行肺动脉瓣射频穿孔的同时
进行动脉导管支架置入，并对其早期和中期效果进行随访。

背景：动脉导管支架置入及肺动脉瓣射频打孔都是室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的早期治疗方法，藉此可以尽量保证
患儿的双心室循环；或者在尚未决定是否进行1½ 心室修补之前，也可以考虑这些干预措施。

方法：2001年1月至2009年4月期间，在143例室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患儿中，37例伴有右室二段结构的患儿在早期同
时进行了肺动脉瓣射频打孔和动脉导管支架置放。三尖瓣z值平均为－3.8±2.2，三尖瓣/二尖瓣直径比值为0.62±0.16。

结果：患儿中位年龄为10天（3~65天），中位体重3.1 kg（2.4~4.9 kg）。操作过程中无死亡。一例患者术后发生急
性支架栓塞并紧急进行了体-肺分流手术。住院期间有2例患儿因低心排综合征早期死亡。一例患儿因术后右心衰
晚期死亡。首次干预手术后6个月和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94%和91%。中位随访4年（6个月~8年），17例（48%）患者
通过其他介入治疗过渡或直接手术最终完成了双心室修补，9例（26%）患者达到1½ 心室修补。术后1、2、3和4年
时免于再次干预治疗的几率分别为80%、68%、58%和40%。

结论：对于右室发育中等的室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患儿，同期进行肺动脉瓣射频打孔和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是一
种安全易行的治疗策略，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中期效果。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355-61）

室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pulmonary atresia with

的另一端，患儿右心室严重发育不良，漏斗部缺失（肌性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PAIVS）的解剖变异很大，因此

闭锁），并且常伴有右室冠状动脉交通（冠状窦隙开放）。

其治疗策略也要因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1-3]。肺动脉瓣

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选择体-肺分流作为最初的姑息性手

膜性闭锁以及发育较好的右心室（right ventricle，RV），

术，以待日后进行单心室修补[5]。但是对于解剖变异介于

即“三段”右室（tripartite RV）的患儿通过肺动脉瓣射频

这两者之间的患儿，肺动脉闭锁为膜性，漏斗部发育良

打孔以及球囊扩张（radiofrequency-assisted valvotomy
and balloon dilatation，RFV），或者在新生儿期进行传统
肺动脉瓣切开，均可取得较好的疗效。这些对于双心室修
补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姑息性治疗手段[4]。在解剖变异

好但右室仍相对发育不良，右心室常被描述为“双段”右
室，治疗策略则值得商榷。目前来说，尚不能肯定这种情
况下右室能否最终独立承担肺循环功能[6]。
尽管RFV可以行之有效地打通肺动脉瓣，进行右室
减压，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儿，尤其是右室相对发育不
良的患儿，在手术操作后数天内需要进行体-肺分流[7,8]。
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此类解剖变异的患儿中，RFV时同期
进行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支
架置入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此外，进一步观察此亚组人
群接受这种治疗策略的中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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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V和PDA支架置入，术后护理

缩略词
房间隔缺损
二尖瓣
室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
动脉导管未闭
右心室
肺动脉瓣射频打孔及球囊扩张
右室流出道
三尖瓣

所有患儿在全身麻醉下进行了心导管及造影检查。
如果右室发育良好，则单纯进行RFV；如果右室严重发育
不良（单段型），PDA条件许可情况下则进行PDA支架置
入，否则进行体-肺分流术。本研究组中患儿右室发育中
等，接受RFV时同期行PDA支架置入术。术前当晚停用前
列腺素E1，以确保PDA为限制性。从患儿监护人处获得
知情同意，监测基线血流动力学指标及氧饱和度等。通
过右室造影描述右室腔的解剖结构，特别是漏斗部、瓣
膜、瓣下区域等，右室-冠状动脉交通以及右室依赖性冠

方法

脉循环的可能性。如果右室依赖性的冠脉循环存在，则
不能进行RFV右室减压术。主动脉弓部血管造影则用以

相关定义及病例选择

描述PDA和肺动脉的解剖情况，以判断能否进行PDA支

所有的PAIVS病例都进行了全面的心脏超声评估，

架置入。RFV和PDA支架置入如我们先前所述的方法进

这是用于以导管介入治疗为主的初期姑息性治疗策略

行[4,11]。冠脉支架尺寸的选择如下：体重介于2.5～2.9 kg的

前评估的最基本要求。测量三尖瓣（tricuspid valve，

患儿，选择3.5 mm支架；体重介于3.0～3.5 kg的患儿，选

TV）和二尖瓣（mitral valve，MV）的舒张期直径。TV

择4.0 mm支架；体重大于3.5 kg的患儿则选择4.5 mm支

[9]

z值参照Rowlat t、R i mold i及Lev等 的标准，并计算
TV z值

[10]

架。支架的长度则依PDA情况而定。所有操作均经股动脉

。右室腔的解剖类型包括：三段型、两段型及

入路，如果造影结果显示在动脉导管连接处有肺动脉分

单段型，心室分段基于对右室的流入道、心尖小梁部

支狭窄，则不能进行PDA支架置入。在早期病例中，如果

和流出道的判断，未被腔内心肌过度生长所填满。检查

卵圆孔为限制性的，我们还会选择进行房隔的球囊扩张；

过程中重点关注右室漏斗部是否发育良好并与膜性闭

但是我们逐步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我们认为房间隔交

锁相连，还是漏斗部被肌肉填满（肌性闭锁）。是否存

通的存在会减少通过三尖瓣的血流量，进而影响右心室

在三尖瓣返流及返流程度、右室-冠状动脉交通也需明

的发育。操作完成后，患儿被送至重症监护室进行持续

确。患儿右室发育“良好”的标准为：TV z值大于－2.5，

的机械辅助呼吸、正性肌力药物支持。前2天进行肝素注

TV/MV≥0.75，肺动脉瓣膜性闭锁并存在发育良好的漏

射，其后则开始口服阿司匹林，直至研究终点。

斗部，右室腔为“三段型”右室。右室容量并未进行量
化指标测定[10]。患儿右室“严重偏小或严重发育不良”
定义为：TV z值小于－5.0，TV/MV比值<0.5，右室腔为
单段型右室，即只有流入道部分存在，漏斗部缺失或者
极小。这两种亚型均被排除本研究。被排除的病例还
包括肺动脉分支狭窄者，常见的为左侧动脉导管处的肺
动脉狭窄。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即右室大体形态“中

早期结果、随访及后续手术
如果患儿拔管后吸入空气可达到75%的氧饱和度，
不使用正性肌力药物也能保证血流动力学稳定，则可以
撤离重症监护室或出院。早期再次干预指患儿在首次介
入术后30天内因氧饱和度低于70%而需要进行体-肺分
流术或其他外科或导管介入手术。
出院后，患儿在1、3个月及每隔6个月进行随访。紫

等”发育程度者，判断标准为：TV z值介于－5.0～－2.5，

绀程度在门诊进行评估。主要的评估手段为超声心动

和/或0.50≤TV/ MV比值<0.75，右室腔为“两段型”右

图，主要侧重于测量三尖瓣、二尖瓣直径以评估右室容

室，除流入道外，发育良好的漏斗部连接于膜性肺动脉

量变化、大体评估右室容量，特别是心尖小梁部等。如果

瓣闭锁，心尖小梁部则多缺失或非常细小。入组本研

存在三尖瓣返流，也需进行密切监测，其他还包括残余

究的病例需获得两位作者（M.A.和H.S.）的一致同意。

或者复发的肺动脉瓣及瓣下狭窄。此外，通过支架置入

本研究也获得了伦理委员会的许可。

的动脉导管血流也要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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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双向腔肺分流术时，需要关闭房缺、离断PDA支架，

表1 患儿人口学特征、心脏超声、围术期及随访数据
中位年龄（天）
中位体重（kg）
平均三尖瓣/二尖瓣比值
平均TV z值
平均手术操作时间（分钟）
中位机械通气时间（天）
中位住院天数（天）
中位随访时间（年）

（ ~
~

（

如果还有除此之外的问题，如三尖瓣返流、RVOT梗阻、

）
）

肺动脉瓣环发育不良、左肺动脉分支狭窄等，也需一并处
理。没有达到任一终点的患儿列为“待评估病例”。

（ ~

）

（ ~

）

（ ~

数据分析

）

采用SPSS windows17.0版本（SPSS，Inc，Chicago，
Ill）进行数据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中位数（范

终点是指患儿在后续手术前死亡，而对于存活的患
儿，则指实现双心室循环或者1½心室循环之时。当患儿
实现双心室循环，且因临床上无明显的紫绀无需进一步

围）和频数（百分比）表示。生存及免于再次干预治疗比
例则通过Kalplan-Meier分析进行。再次干预治疗定义
为进行介入治疗或者外科治疗。

治疗，超声心动图评估符合三段型右室描述，右室流出

结果

道（right ventricle outflow tract，RVOT）压差不超过40
mmHg，通过PDA的血流消失或者非常细小，通过卵圆

20 01年1月至20 0 9年4月期间，我们共 收治143例

孔的血流也非常之少。如果存在其他凸显的解剖问题，

PAIVS患儿。45例患儿右室发育良好（三段型右室），仅

包括肺动脉瓣下心肌过度生长或肺动脉瓣环发育不良造

进行RFV。61例患儿RV严重发育不良（单段型右室），仅

成的RVOT梗阻、房间隔缺损或者动脉导管处分流量过

进行PDA支架置入。37例右室发育中等（两段型右室）构

大、三尖瓣返流等问题，在将患儿归类于实现双心室循

成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进行了RFV和选择性PDA支架

环前都需进行处理。

置入术作为初步手术。早期有8例（22%）患儿接受了房隔

如果患儿在首次姑息操作后36～60个月后，尽管前向

球囊扩张术。

血流充分但右室发育仍然不够理想，仍存在一定程度的

介入干预时患儿的中位年龄为10天（3～65天），平均

紫绀，则被归类于1½心室循环，需进行双向腔肺分流术。

体重3.1 kg（2.6～4.9 kg）。TV z值为－3.8±2.2。TV/MV比

之前要进行心血管造影判断左侧肺动脉分支是否可能因

值为0.62±0.16（表1）。

PDA支架的置放而导致狭窄（晚期并发症的可能性）。在
早期院内死亡
n=2

所有患者的右室腔均为两段型，即包括流入道和膜

n=37
生存者n=35
（1例要求BT分流）

仍不确定
n=8（23%）

1½心室修补
（双向腔肺分流术）
n=9（26%）

双心室修补术
n=17（48%）

无需再次干预
治疗
n=9（53%）
关闭ASD
n=2

RVOT 重建
n=4
远期死亡
n=1

PTBV
n=1

保守治疗
（肺静脉狭窄）
n=1（3%）

再次手术
n=8（47%）
PDA再次支架置入
+PTBV
n=1
RVOT 重建
n=1

图1 右室发育程度中等患儿的预后。BT，Blalock-Taussig分流；ASD，房间隔缺损；RVOT，右室流出道；PTBV，经皮腔
内球囊瓣膜成形术；PDA ，动脉导管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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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免于再次干预治疗的比例（总体）

图3 免于再次干预治疗的比例（双心室循环）

性闭锁的漏斗部，但心尖小梁部发育极差。12例（32%）

PDA支架（即1½心室修补），这其中3例（33%）同时进行

患儿伴有中至重度三尖瓣返流。3例（8.1%）患儿存在冠

了RVOT重建（图1）。没有1例患者出现左肺动脉狭窄。

状窦隙开放，但都不存在右室依赖性冠脉循环。
平均手术操作时间111±39分钟，中位机械通气时
间1天（1～15天），中位住院天数8天（4～23天）
（表1）。

在1½心室修补组，术后1、2、3和4年免于再次干预治
疗的比例分别为80%、68%、58%和40%（图2）。对于实
现双心室循环的患儿，术后1、2、3和4年免于再次干预治
疗的比例分别为77%、70%、70%和61%（图3）。

死亡率及并发症
手术操作过程中无患儿死亡。2例（5%）患者出现

实现双心室修补和1½心室修补患儿的平均TV z 值
分别为－2.8±1.8和－4.1±2.3。

短阵的室上性心动过速。1例患儿在术后24小时内发生

讨论

急性支架栓塞，需要立刻进行体-肺分流术。5例（14%）
患儿出现股动脉搏动消失，但经过肝素和链激酶治疗
均恢复正常。
早期院内死亡2例，分别在术后10天和12天因低心
排死亡。这其中一例患儿存在冠状窦隙开放，另一例则
存在肺循环容量过多。还有一例病例在右室流出道重建
术后因右心衰晚期死亡。首次姑息术后6个月的生存率为
94%，1～4年的生存率则为91%（图1）。

随访
中位随访时间为4年（6个月～8.2年），8例（23%）患
儿未达到研究终点（随访时间小于24个月，为“待评估病

PAIVS的右室解剖变异已经较早的为学者所关注，
相关治疗策略也大多基于右室的发育情况 [1-3]。在右室
解剖变异的一端，患儿右室发育良好，即使比正常的右
心室容量可能稍小一些，但也基本具有完整的三部分
结构（流入道、心尖小梁部、流出道或漏斗部）。本研究
组患儿的肺动脉闭锁多为膜性，预后良好，占PAIVS的
50%～60%。在新生儿期通过外科手段或者RFV肺动脉
瓣射频打孔，以进行右室减压并建立无梗阻的前向肺循
环血流，是此类患儿首选的唯一治疗方法，RFV在当今治
疗中仍颇为流行[4]。

例”）。17例（48%）患儿完成双心室循环，其中8例需要

而在右室解剖变异的另一端，右室严重发育不良，心

再次干预治疗：经导管关闭房缺（2例），再次球囊扩张肺

尖小梁部和漏斗部缺失。这些患儿最终只能选择Fontan

动脉瓣（1例），外科行RVOT重建（4例），首次姑息术后

手术（单心室修补）[3,5,12]。因为此类患儿依赖动脉导管生

3个月再次行PDA支架置入及球囊扩张肺动脉瓣，之后14

存，因此早期的姑息手术必须包含体-肺分流术。PDA支

个月时又进行RVOT重建（1例）。9例（26%）患儿因右室

架置入的创伤性较小，相对于外科分流术而言，也是一种

未能充分发育而进行了双向腔肺分流术，关闭房缺，离断

颇有前景的替代治疗方案。这更适用于PAIVS患者，因为
17

PDA倾向于支架置入，这与其他原因引起的紫绀型心脏病

者跨瓣环补片右室流出道扩大术同期行体-肺分流术是

[11,13,14]

。因此，这也是我们优先选择的早期处理方案。

针对漏斗部存在的患儿的常规治疗方案[20,21]。如果单纯

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的右室发育并不足以让

进行肺动脉瓣切开，很多情况下都可能在术后数天内因

临床医师决定进行双心室修补还是单心室修补。本研究

患儿氧分压太低而不得不再进行体-肺分流术，因此便有

不同

[6]

将这部分患儿的右室称为发育“中等” 。从超声学角度

了在肺动脉瓣切开的同时进行“预防性”体-肺分流的概

上定义这个群体的标准为：TV z值介于－5.0～－2.5，TV/

念。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介入治疗主导的RFV时代。在一

MV比值介于0.5～0.75，右室腔心尖小梁部几乎不存在，

项相对较大型的PAIVS研究中，右室发育良好（平均TV

但漏斗部发育尚可，连接于膜性闭锁的肺动脉瓣，我们称

z 值－1.33）的患者共计27例，其中14例成功实施了RFV，

之为“两段型”右室。

但其术后2～24天都需要再次进行体-肺分流术[8]。几乎同

除此之外还有极少数伴有Ebsteins畸形、右室发育不

时，Agnoletti及其同事[7]报道了33例成功实施打孔的患儿

良的病例，右室壁薄，扩张明显，收缩力低下，同时伴有

（中位TV z值－1.2）中，在术后1～30天中，12例需要再次

重度三尖瓣返流 。无论是否进行干预治疗，目前而言，

进行BT分流术（Blalock-Taussig shunt），8例需要BT分流

这些患儿的预后都很差。

术加RVOT重建，同时发现TV z值偏离越多的患儿，越早

[2]

基于导管技术的治疗方案已经极大地更新了PAIVS

需要再次手术干预治疗。这跟我们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的

的治疗理念。RFV是当前优先选择的初步治疗，其疗效

情况也是类似的，不过我们在RFV后14天内需要再次进

。PDA在新生儿期

行体-肺分流或PDA支架置入的几率相对较低[22]。基于这

更加趋向于从降主动脉直接跟主肺动脉分叉部而不是左

些发现，对于右室发育不甚理想（即右室发育“中等”）

肺动脉近端相连，因此PDA支架置入也是体-肺分流术的

的患儿，应该把PDA支架置入和RFV同时作为最初的姑

一个替代方案。利用导管技术还可以在远期关闭房间隔

息治疗手段。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在RFV后再次干预治疗，

缺损或者PDA水平的分流。如在新生儿期进行RVOT重

体-肺分流或者PDA支架置入也可以为肺动脉提供额外的

建的根治性手术，则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

血流，直至右室能够承担双心室循环或者附加双向腔肺

不劣于传统外科手术的治疗方案

[4,7,8]

。然而外科手术仍然是PAIVS治疗策略中的重要组

分流以辅助之（1½心室循环）。业已证明，PDA支架置入

成部分，特别是针对右室严重发育不良患儿最终需要进

和BT分流术在安全性和疗效方面大致相当，这也更加支

高

[12]

。对于右室发育“中等”的患儿，仍

持我们的治疗策略[11,13,14]。基于前面所述3项较大系列的

有可能独立承担肺循环功能，双向腔肺分流是1½心室修

研究和外科操作实践，在接受RFV治疗的所有PAIVS患

行Fontan手术

[5,12,15,16]

。尽管相关数据缺乏，但是我们还

儿中同期进行PDA支架置入的争议属实。但是相对于体-

是认为1½心室循环的长期疗效优于Fontan循环，Fontan

肺分流术来说，PDA支架置入是一项新技术，对操作技

手术因搏动性血流的缺失会造成诸多严重的远期并发

巧要求较高，相关经验缺乏，其远期并发症尚不明了。因

症。这也是我们处理那些右室发育“中等”，处于边缘地

此，这种治疗策略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PA I VS患者，只

带患儿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是双心室修补还是1½心室修

能有针对性的选用于特定的亚型群体。

[17-19]

补的重要组成部分

补，如果存在RVOT梗阻或者重度三尖瓣返流，相关外科
手术处理也是必需的。

我们选择的这个特定的PAIVS群体对联合治疗策略
表现出了良好的耐受性，在术后早期监护室停留阶段也
体现出了良好的效果。对于PDA支架置入而言，没有出现

右室容量不甚理想时的“预防性”PDA支架置入
本研究主要关注右室发育处于临界状态或右室发育

死亡及严重的急性并发症，除外一例患儿在术后24小时
出现急性支架栓塞，需要再次急诊进行体-肺分流术。

“中等”的患儿，其中有一点难以判断的是，患儿的右室是

从我们的经验来看，针对特定PAIVS群体，PDA支架

否能够最终承受双心室循环或者必须进行双向腔肺分流

置入是BT分流术的合理替代方案。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

（1½心室）加以辅助。右室发育“中等”的判断并不像三段

可能的并发症，包括急性支架栓塞、支架内早期出现进展

型右室或者右室严重发育不良（单段型右室）那么容易。

性新生物限制导管血流、动脉导管若跟左肺动脉相连，

在外科手术占主导的时代，闭式肺动脉瓣切开术或
18

远期可能出现肺动脉分支狭窄[11]。对于PAIVS患儿，RFV

图4 A，右室截图显示两段右室，包含发育良好的漏斗部连接于膜性闭锁（粗箭头）和流入道部分（细箭头）。右室的肌
性心尖小梁部为虚线所示。除了小梁部之外，右室腔实际上是闭塞的。可见膜性肺动脉闭锁。右室压/主动脉压＝153:73
mmHg；B，肺动脉瓣射频打孔及球囊扩张后的右室血管造影。短暂的反应性痉挛使右室流出道容量进一步减小；C，
PDA处逆行穿过球囊扩张式冠脉支架；D，支架撑开动脉导管未闭全长；E，射频穿孔和PDA支架置入后4年，右室形态发
育良好，无梗阻的肺血流，无肺动脉分支狭窄，过度生长的心肌退化致右室的心尖小梁部发育良好。右室最终发育良好，
呈“三段型”右室。PDA支架已难分辨。

和PDA支架置入还可能导致肺循环容量负荷增加、心肌
缺血等，这在冠状窦隙开放患儿中可能尤为突出。

正如我们所预计的，并非所有的患儿在远期都需要
去除相关的体-肺分流，进而使右室完全承担起肺循环

在本研究涉及的病例中，PDA支架置入并未引发术

的功能而达到双心室循环。因此，如果一开始患儿的右

后远期的严重并发症，与此同时，有支架的PDA也不会对

室形态不理想，有50%的患儿可能需要再次手术以进行

双向腔肺分流术的外科操作造成任何阻碍，只需将其夹

RVOT重建、房缺关闭以及三尖瓣修复，这也不足为奇

闭，再用5-0 prolene缝线（Ethicon，Inc，Somerville，NJ）

了。我们的研究中，有26%的病例右室发育在3.7±2.9年后

封闭和离断即可。

的随访仍然不甚理想，从而进行了双向腔肺分流、房缺关
19

闭、PDA支架离断（1½心室修补）等操作。

右室的“生长发育”
右室在减压并建立前向血流之后的生长发育是难以
预测的。已发表的许多文献表明，右室的解剖性生长可
能部分归功于瓣膜切开术后的肺动脉瓣返流和右室肥厚
心肌的退化[20,23,24]。我们在其中一例患者中也观察到了这
种情况（图4，A－E）。然而有时候我们可能也显得太过于

1. Daubeney PEF, Delany DJ, Anderson RH, Sandor GG, Slavik Z, Keeton BR,
et al. 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range of morphology
in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J Am Coll Cardiol. 2002;39:1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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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on LN, et al. 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management
of, and outcomes for, a cohort of 210 consecutive patients. Cardiol Young. 2004;
14:299-308.
3. Ashburn MD, Blackstone EH, Wells WJ, Jonas RA, Pigula FA, Manning PB, et al.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 and type of repair in neonates with pulmonary atresia
and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04;127:1000-8.
4. Alwi M, Geetha K, Bilkis AA, Lim MK, Hasri S, Haifa AL, et al. 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percutaneous radiofrequency-assisted valvotomy and Blalock Taussig shunt. J Am Coll Cardiol. 2000;35:468-76.
5. Jahangiri M, Zurakowski D, Bichell D, Mayer JE, del Nido PJ, Jonas RA.
Improved results with selective management in 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1999;118:10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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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因为还有一些相关文献报道右室的生长发育并
不能匹配三尖瓣的解剖性生长。尽管如此，有些不能达
到正常水平的右室大小还是能够承担起双心室循环的
需求[8,25]。因此，对于评判怎样大小的右室才能承担起双
Alwi et al
心室循环颇为困难。看起来三尖瓣发育正常并不代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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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就可以承担肺循环的功能。
“生理性”的生长，也即顺

CONCLUSIONS
结论
Concomitant PDA stenting at the time of RFV in PAIVS
patients with intermediate RV size is feasible and safe. This
在右室发育中等的PAIVS患儿中同期进行R FV和
treatment strategy largely obviated the need for emergency
PDA支架置入安全易行。
这种治疗策略大大避免了早期
procedures to augment pulmonary
blood flow although
acute stent thrombosis may尽管在少部分病例中可能发生
occur in a small percentage.
进行急诊手术的可能性，
A quarter of patients with intermediate RV eventually re急性支架栓塞，但还是能够有效地增加肺动脉血流。
quired bidirectional cavopulmonary shunt (1½-ventricle),
其中1/4的右室中等发育患者最后需要进行双向腔肺
whereas
among those who attained biventricular circulation, a（1½心室修补）
significant proportion
required additional proce分流术
，即使在最终达到双心室循环的病
dures. Concomitant with RFV, PDA stenting should be
例中，
也有一部分患儿在治疗期间需要多次手术。
同期进
considered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initial management
in
PAIVS
with
intermediate
RV.
However,
inasmuch
as
PDA
行RFV和PDA支架置入应该作为处理右室中等发育程度
stenting is a relatively new procedure
and PAIVS is an unPAIVS患者的早期常规治疗。
然而，因为PDA支架置入还
common disease, this management strategy warrants wider,
是一项相对较新的技术，
multi-institutional study. 加之PAIVS是一种少见的复杂

性先天性心脏病，这种治疗策略还需要在更大的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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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的增加，比解剖性的生长更为重要。在诸多不确定
than anatomic growth. In the face of these uncertainties, RV
因素面前，
右室减压为其最大程度的
“生长发育”
decompression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RV to创造了
attain
its maximal
potential for ‘‘growth,’’ both创伤性较小的
anatomic and
可能，
包括生理性和解剖性的生长发育。
physiologic. This can be done less invasively by RFV, and
RFV和有助于肺循环的PDA支架介入都可以在早期作为
PDA stenting helps support the pulmonary circulation in
姑息手段治疗，
“研究终点”
。
the interim until直至辅助患儿达到
either of the end points
is reached.

胸外科 手术

根据高分辨CT和PET/CT决定临床IA期肺腺癌患者治疗策略
的多中心分析

目的：近年来，小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临床检出率越来越高。因此，其恶性侵袭性的识别对治疗方案（如亚肺叶切
除）的合理选择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分析临床分期为ⅠA期肺腺癌患者的恶性生物学行为，并根据高分辨CT和
氟脱氧葡萄糖PET/CT检查以及多中心研究的病理学结果来制定治疗方案。

方法：我们对502例临床T1N0M0分期的肺腺癌患者在接受根治性意向手术治疗前进行高分辨CT和氟脱氧葡萄糖
（FDG）-PET/CT检查。我们评价病变临床病理学特征和FDG-PET/CT检查的最大SUV（maxSUV）、高分辨CT的
磨玻璃影（GGO）比例和肿瘤消失率（TDR）、手术切除标本中细支气管肺泡癌所占比例以及手术所见之间的关系。
使用phantom分析校正 FDG-PET/CT检查SUV的不一致性以克服多中心研究检测的主要局限性。

结果：通 过 对 接受手术 者的特 征曲线 进行分析，得出预测肿 瘤 高度恶 性的几项指 标 临界 值 分别为：校 正的
maxSUV为2.5、GGO比率为20%和TDR为30%、细支气管肺泡癌比例为30%。maxSUV和手术切除标本中细支气
管肺泡癌所占比例、TDR和GGO比率对肿瘤的恶性病理学侵袭性、淋巴结转移、复发以及包括无病生存率和总生
存率在内的预后的影响。

结论：maxSUV是预测外科治疗效果的术前重要指标。高分辨CT和FDG-PET/CT检查结果对于临床分期为ⅠA期
肺腺癌患者决定是否进行亚肺叶切除有重要决定意义。
（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384-91）

对于可手术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的标准治疗仍是
包括肺门和纵隔淋巴结清扫在内的肺叶切除，即使是
临床分期为T1N0M0的肺癌患者也是如此 [1]。然而，临
床资料显示，亚肺叶切除，主要是包括淋巴结清扫的
根治性肺段切除，治疗早期肺癌显著获益，既能保护
肺功能，又可获得良好的预后 [2 ,3] 。目前仍没有检测手
段能在术前确定哪些早期肺癌病灶具有较低的生物学
恶性侵袭性，因而更适合亚肺叶切除。
近来，随着高分辨CT（high-re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的进展以及CT扫描的广泛使用，
小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检出率越来越高[2,3]。这些早期
肺癌具有生物学异质性，在诊断时也很难确定其恶性
侵袭性。因此在确定治疗策略时应考虑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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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1（对照）
机构2
机构3
机构4

曲线下面积
细支气管肺泡癌
计算机断层扫描
无病生存期
18
F-氟脱氧葡萄糖
视野
磨玻璃样结节
高分辨CT
最大标准摄取值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接受手术者特征
标准摄取值
肿瘤消失率

应用18 F-氟脱氧葡萄糖（f luorode ox yglucose，
F D G）进行正电子发 射 计 算 机 断层 扫 描（p o s i t r o 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
CT）检查已成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评 价不可或缺的

最大SUV比

缩略词

原始
maxSUV

校正
原始
maxSUV maxSUV

校正
原始
maxSUV maxSUV

校正
maxSUV

直径

图1 采用试 验 性 p h a n t o m 分析 的 校 正 后 m a x S U V（校 正 后
maxSUV）。原始的maxSUV资料通过基于phantom研究的增值
校正因素进行校正，以校正院内SUV变量的差异。maxSUV比率
表示每个研究机构的maxSUV/对照机构（机构1）的maxSUV。

一部分 [4 - 6 ] 。这一图像特征是基于葡萄糖代谢的定量
图像，反映恶性肿瘤的代谢活性和增殖分化，并提供
解剖学CT图像。小规模研究已证实，FDG-PET/CT检
查可以评价恶性肿瘤的生物学状况 [7,8]，但这需要大样
本资料进一步证明。因此，多个研究中心应用HRCT、
F D G - PET/C T 和手术 标 本的病 检结果对 超 过50 0 例
患者的小腺癌生物学特性进行评价。考虑到PET技术
和操作的异质性，我们应用phantom拟人化分析研究
方法，根据国家电子制造商协会（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NEMA）标准对可变质量
PET/CT扫描所得的maxSUVs院内误差进行了校正[9]。

120 kVp，200 mA，1～2 mm 层厚，512×512像素，扫描
时间在0.5～1秒，以20 cm视野进行高分辨三维重建，
窗位设定：纵隔窗（水平位：40 HU；宽位：400 HU），
肺窗（水平位：－600 H U；宽位：1600 H U）。磨玻璃
样结节（ground-glass opacity，GGO）定义为肺组织
内雾状斑片高密度影，但未遮盖原有肺血管影。GGO
比率（%）定义为[1－（肺窗强化的最大径/肺窗肿瘤的
最大径）]×100%，肿瘤消失率（tumor disappearance
rate，TDR）定义为[1－（纵膈窗肿瘤面积/肺窗肿瘤面
积）]×100%[2,3,10]。

患者和方法
自20 05年8月1日至20 09年12月31日在4个研究中

FDG-PET/CT
患者在静脉注射74-370 MBq的FDG之前禁食4小时，

心入组502例临床T1N0M0分期为ⅠA期肺腺癌患者，

进行FDG-PET/CT扫描前至少放松1小时。注入标记药物前

其中女性279例（56%），男性223例（44%），平均年龄

的患者血糖应低于150 mg/dl[11]。血糖≥150 mg/dl者不能进行

65.3±9.6岁。所有患者均行HRCT和FDG-PET/CT后行

PET/CT。本研究中使用Discovery ST（GE Healthcare，

治愈性R0手术，所在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批准进入多中

Bu ck i ng h a m sh i r e，E ng l a nd）、Aq u id u o（To s h i b a

心研究并将其前瞻性数据资料用于后续分析。

Medical Systems Cor poration，Tochigi，Japan）或
Biograph Sensation16（Siemens Healthcare，South

HRCT

Iseli n，NJ）系统整合获得PET/CT图像。采用低剂量

患者完成 胸 部16层C T多层扫描，随后进行PET/

2～4 mm层厚非增强CT扫描的衰减校正和PET确定的

CT扫描。通过以下参数完成肿瘤图像的高分辨扫描：

病灶定位，根据标准操作方案获得从头到盆底的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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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阳性率

真阳性率

假阳性率

真阳性率

真阳性率

假阳性率

假阳性率

假阳性率

图2 病理淋巴结转移、淋巴管侵犯、血管或胸膜侵犯的阳性预测值ROC曲线。ROC曲线分别代表校正后maxSUV（A）、
GGO 比（B）、TDR（C）和BAC比（D）曲线。maxSUV，最大标准摄取值；GGO ，磨玻璃样结节；TDR ，肿瘤消失率；
BAC ，细支气管肺泡癌；AUC ，曲线下面积；SUV，标准摄取值。

图像。在CT扫描之后，根据患者情况和操作者经验，

率、TDR 和BAC比率预测淋巴管、血管和胸膜的侵犯

对每个窗位在同一轴位的视野内进行PET扫描2～4分

或 淋巴 结 转移 的特 征曲线，以确 定产生最 佳 灵敏度

钟。同一视野（50 cm视野）的全部图像采用重迭法则

和 特 异 性 的 临界 值。根 据 RO C曲线，所有患 者 依 据

并以CT衰减校正进行重建。不同研究机构的标准摄取

校 正 后的m a x S U V、G G O比率、T DR 和 BAC比率的

值（standard uptake valuve，SUV）的差异采用拟人化

临界 值被 分为亚 组。我们应 用多 变 量 逻 辑回归分析

的phantom分析使其最小化。在phantom背景下测量平

证实m a x S U V、G G O比 率、T DR 和 BAC比 率的独 立

均SUV，通过实际SUV分层对校正因素进行分析，以减

变量与预测高度恶 性分级和复发的病 理学结果的相

少院内SU V的不一致性，最终的maxSUV被称为校正

关性。使用K apla n-Meier方法计算生存率，使用log-

后的maxSU V。当maxSU V比率表示每一研究机构的

ran k检验去评价组间差异。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maxSU V/对照机构（机构1）的maxSU V时，院内SUV

su r v ival，DFS）指从手术日到首次事件（任何原因导

差异范围从0.89～1.24缩减至0.97～1.18（图1）。

致的复发或者死亡）或者末次随访的时间。总生存期

手术切除的肿瘤标本用10%的福尔马林固定，石
蜡包埋，苏木精-曙红染色后进行病理评估（也包括大

（overall su r vival，OS）指从手术日到任何原因导致
的死亡或末次随访的时间。

体标本的评估）。细支气管肺泡癌（bronchioloalveolar
c a r ci nom a，BAC）在整个肿瘤中所占的比例被称为

结果

BAC比率。独立的观察者和病理学家盲法评价GGO、
BAC比率和TDR，采用平均值校正评估者间的差异。
绘 制 接 受 手 术 者 特 征（ r e c e i v e r o p e r a t i n 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校正后maxSUV、GGO比

通过HRCT测量，原发肿瘤直径≤20 mm者290例
（58%），介于21～30 mm者212例（42%）。其中有76例
（15%）、92例（18%）和56例（11%）患者分别存在明
23

表1 cT1N0M0肺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n=502）
校正后maxSUV

比

比

病例数
年龄（岁）
（均值±标准差）
性别
男
女
癌胚抗原（ng/ml）

肿瘤大小

淋巴管侵犯
阳性
阴性
血管侵犯
阳性
阴性
胸膜侵犯
阳性
阴性
淋巴结转移
阳性
阴性

maxSUV，最大标准摄取值；GGO ，磨玻璃样结节；TDR ，肿瘤消失率； BAC ，细支气管肺泡癌。

表2 淋巴管因素、血管因素、胸膜因素和复发状况的可能性预测因素分析
病例数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优势比

值

阳性淋巴管侵犯因素
校正后
比
比

~
~
~
~

阳性血管侵犯因素
校正后
比
比

~
~
~
~

阳性胸膜侵犯因素
校正后
比
比

~
~
~
~

阳性淋巴结侵犯因素
校正后
比
比
阳性复发因素
校正后
比
比

maxSUV，最大标准摄取值；GGO ，磨玻璃样结节；TDR ，肿瘤消失率； BAC ，细支气管肺泡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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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3年生存率

生存率

生存率

P﹤0.001

P﹤0.001
3年生存率

校正后
校正后

P﹤0.001
3年生存率
比
比

时间（月）

生存率

生存率

时间（月）

P﹤0.001
3年生存率
比
比

时间（月）

时间（月）

图3 依据校正后maxSUV（A）、GGO比（B）、TDR（C）和 BAC比（D）分级的无疾病进展生存曲线。maxSUV，最大标准
摄取值；GGO，磨玻璃样结节；TDR ，肿瘤消失率； BAC ，细支气管肺泡癌。

显的淋巴管侵犯、血管侵犯和胸膜侵犯，此外，淋巴结
转移者38例（8%）。
患者RO C曲线确定校 正 后的m a x S U V、G G O比
率、TDR 和 BAC比率预测肿 瘤 高度恶 性的病 理学 诊
断的临界值分别为2.5 [曲线下面积（a rea u nder t he

cu r ve，AUC），0.877）]、20%（AUC，0.858）、30%
（AUC，0.870）和30%（AUC，0.873）（图2）。校正
后ma xSU V>2.5与男性、高CEA值、大的肿 瘤、淋 巴
管 侵 犯、血管 侵 犯、胸 膜侵 犯 和 淋巴 结 转 移显著相
关（表1）。同时，低TDR、GGO比率和BAC比率 与高

P=0.056
p =0.016
生存率

生存率

P=0.016
p =0.016

3年生存率
校正后
校正后

3年生存率

时间（月）

时间（月）

P=0.005
p =0.016
生存率

生存率

P=
0.024
p =0.016
3年生存率
比
比

时间（月）

3年生存率
比
比

时间（月）

图4 依据校正后maxSUV（A）、GGO比（B）、TDR（C）和 BAC比（D）分级的总生存曲线。maxSUV，最大标准摄取值；
GGO，磨玻璃样结节；TDR ，肿瘤消失率； BAC ，细支气管肺泡癌。

25

表3 GGO/TDR和校正后maxSUV作为预测因素预测淋巴管侵犯、血管侵犯、胸膜侵犯、淋巴结转移和复发的相关性
校正后

淋巴管侵犯

血管侵犯

胸膜侵犯

淋巴结转移

复发

且

~

或

~

maxSUV，最大标准摄取值；GGO，毛玻璃样结节；TDR ，肿瘤消失率。

CEA值、淋巴管侵犯、血管侵犯、胸膜侵犯和淋巴结

以及复发都有显著性意义。然而，优势比显示校正后

转移显著相关。表2对淋巴管侵犯、血管侵犯、胸膜侵

maxSU V和BAC比率相对于GGO比率和TDR能更有

犯和淋巴结转移以及复发的可能预测因素进行了评估

效地预示肿瘤的生物学侵袭性。

（表2）。校正后maxSU V、GGO比率、TDR 和BAC比

校正后 ma xSU V≤2.5（n=343；3年DFS为96%）

率对 预测淋巴管侵犯、血管和胸膜侵犯、淋巴结转移

与校 正 后 m a x S U V >2 . 5（n =159；3 年D F S为7 7 %，

图5 右中叶肿瘤（直径1.5 cm）A：HRCT显示GGO比为5%。B：PET/CT显示无浓聚。显微镜检查见粘液性BAC（C和D，苏
木精-曙红染色，分别放大25 倍和2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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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AC比率（P =0.005）是总生存率的显著预测因素，
而TDR（P =0.056）则有显著性趋势（图4）。
我们分析了H RCT所见与用于预测肿瘤侵袭、淋

淋巴结(-) n=447
淋巴结(+) n=26
复发 n=29

巴 结 转移 和复 发的 m a x S U V之间的关系（表3）。一

校正后

般来讲，H RC T所见实体瘤G G O ≤ 50 %且T DR≤ 50 %
者，具 有高maxSUV，更多见肿瘤高度恶性、淋巴结转
移和复发。然而，具有较低maxSU V的实体瘤多为低
度恶性，少见淋巴结转移和复发。对于G G O ≤50%和
TDR≤50%的肿瘤患者中，分别有19%和15%的患者校
正后maxSU V>2.5且出现淋巴结转移和复发。当校正
后maxSUV≤1.5时，患者既无淋巴结转移也没有复发。

肿瘤大小
淋巴结(-)，和淋巴管(-) 血管(-)和胸膜(-) n=195
淋巴结(-)但淋巴管(+) 或血管(+)或胸膜(+) n=26
淋巴结(+) n=6
复发 n=5

讨论
自从C T 和增强扫 描成 为常 规检 查以来，小肺 癌
的检出率不断增加，外科医生也能够评价亚肺叶切除
的优势，例如以根治 性肺段切除 替代肺叶 切除 [2 , 3] 。
小腺 癌的生物 学恶 性 通常是 基于H RC T所见 进行评
估 的。对 于 临 床 T 1 N 0 M 0 分期 的肺 腺 癌 患 者，淋巴

校正后

管/血管侵犯以及淋巴结转移的H RCT影像学诊断的
特 异 性、敏 感 性 和准确 性已 在大 规模 前 瞻 性研究中
（JCOG 0201）得到分析 [12] 。研究结论不支持预设的
使用G G O比率和 T DR作为特异性的 标 准，这样，通
常采用的以 H RC T所见来判定是否适合根治 性 亚 肺
叶切除就不再可信。因此，研发超越H RCT诊断特性
肿瘤大小

图6 cT1N0M0肺腺癌患者中，肿瘤大小与校正后maxSUV
水平的相关性。A：所有患者；B：肿瘤≤20 m m，校正后
maxSU V≤3.0。淋巴结转移（三角形），复发（菱形），无
淋巴结转移但存在淋巴管、血管或胸膜侵犯（正方形）。
maxSUV，最大标准摄取值。

的新检测手段仍面临挑战。
美国（C A L G B -14 0 5 0 3）和日本（J C O G 0 8 0 2 /
WJOG4607L）分别开展了针对小的（直径小于2 cm）
周围性非小细胞肺癌进行标准的肺叶切除 和试验性
局 灶 性 肺切 除 的Ⅲ期 随机 对照 研究。因为一 些小肺
癌的生物学行为具有侵袭性，虽然目前依靠影像学手
段对肿瘤扩散及转移的诊断还有争议，但术前通过影
像学检查发现惰 性 肺癌并进行标 准化的亚肺叶 切除

图3）的腺 癌患 者 组间 D F S 有统计 学显著 性 差 异（P

仍 很 重要。我们 先前 的 研 究 发现，F D G - P E T/ C T 的

＜0 . 0 01）。我们 还 发 现 不 同 的 腺 癌 患 者 的 3 年 D F S

m a x SU V 可作为一个潜在参 数预测临床T1N0M0 分

也 有显 著 性 差 异，G G O 比 率 ≥ 2 0 % 者（n = 3 0 4）的

期为肺腺癌患者的恶 性度 [ 7, 8] ，但研究分析的患者数

3年DFS为97%，< 20%者（n=198）的3年DFS为80%

量相对不足，获得的术后生存资料的随访时间过短。

（P <0.001）；TDR≥30%者（n=346）的3年DFS为95%，

因此 我们 还需 要进行 长 期 的大 规 模多中心 研 究。据

<30%者（n=156）的3年DFS为8 0 %（P < 0.0 01）；BAC

我们所了解，目前尚无关于应 用PET/C T的大规模多

比值 ≥30%者（n=30 4）的3年DFS比率为97%，<30%者

中心的恶性肿瘤分级研究报告。

（n=198）的3年DFS为80%（P <0.001）。此 外，校 正后

本研究分析提 示，高m a x SU V 和低G G O比率、

maxSUV（P = 0.016）、GGO（P = 0.024）和病理学所见

T DR或 BAC比 率的肺腺 癌患者，更易发生淋巴管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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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血管侵犯和胸膜侵犯，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和复

于maxSUV>1.5的患者则需要进行淋巴结清扫。

发。我们也发现，血CEA水平与maxSUV、GGO比率、
T DR或 BAC比率 密切相关，是疾病 晚 期高危患者的
术前重要指标 [13,14]。高maxSU V也是DFS和OS预后不

参考文献

良的预测因素。这些结果提示，maxSU V是预测肿瘤
恶性度分级的切实的替代标志物，因此FDG-PET/CT
结合HRCT是有效预测小腺癌根治切除术后疾病复发
高危患者死亡的检测手段。
由于F D G - PE T/C T图像反 映了病灶基于葡 萄 糖
代谢特征的代谢活性，而H RCT图像仅反映病灶的解
剖学特 性，因此PET/CT 检查结果比H RCT更有效地
预测临床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多数H RCT显示的实体
瘤 具 有 高m a x S U V 和侵袭 性 恶 性 生物 学 行为，而低
ma xSU V实体瘤的侵袭性较低。图5显示具有惰性行
为的粘液性BAC在H RCT上表现为实体瘤，而在PET/
CT检查中未出现浓聚。
我们 分析了临床 T1N 0 M 0 分期为肺腺 癌患 者的
肿 瘤大 小和 m a x S U V的 相关性（图6）。肿 瘤 越大，
其m a x S U V越高，肿 瘤大 小 与m a x S U V 两者均可 预
测 肿 瘤 的 侵 袭 性、淋巴 结 转移 和 复 发。图表 显 示高
m a xSU V的小腺癌比低 m a xSU V的大腺癌的恶性程
度更高这一显著趋势。
使用PET进行的多中心研究的主要局限性之一是
不同研究中心的SUV差异较大。尽管半定量的SUV被
广泛用于恶性肿瘤患者的诊断、分期、评估治疗的有
效性 [4 - 6 ]，但SU V仍受以下诸多因素（如准备过程、扫
描、图像重建、资料分析等）的影响 [15,16] 。Wester ter p
及其同事 [17] 报道不同研究中心的主要问题是SUV差异
高达30%。本研究通过拟人化phantom分析将多中心
研究间的SU V差异最小化。因此通过phantom分析校
正的定量SU V是值得信赖的，这种校正值将有助于克
服PET多中心研究的主要局限性问题。

结论
H RCT和F DG -PET/CT对于临床分期为ⅠA期肺
腺癌的治疗策略选择起重要作用，而FDG-PET/CT的
maxSU V是预测手术预后的重要的术前指标。亚肺叶
切除对于maxSU V≤1.5的肺腺癌患者是可行的，而对

(孙大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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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血管病
Patel et al

Acquire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血管腔内介入时代的开放式主动脉弓重建：
Open arch reconstruction in the endovascular era: Analysis of 721
patients over 17 years
17年721例患者的数据分析
Himanshu J. Patel, MD, Christopher Nguyen, BS, Amy C. Diener, RN, BSN, Mary C. Passow, RN, BSN,
Diane Salata, RN, BSN, and G. Michael Deeb, MD
Objective: Recent advancements in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such as branched endografts or hybrid
debranching/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have extended the option of endoluminal therapy into the realm
of the aortic arch. A contemporary assessment of open arch repair to provide long-term data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these newer therapies is timely, warranted, and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Methods: Since the inception of our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program in 1993, 721 patients (mean
age
of 近年胸主动脉血管介入技术不断发展，
59.3 years, 68.9% were male) have undergone
median sternotomy and open arch reconstruction with
如带分支血管内支架或去分支血管内支架杂交手术行胸主动脉血管
目的：
hypo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
Extended
arch
repair
was
performed
in 42.7% with construction获取当前开放
of bypasses
腔内修复，其应用范围已经拓展到主动脉弓领域的血管腔内治疗。
本文旨在通过及时而可靠的评估，
to the innominate (296 patients), left carotid (216 patients), and subclavian (75 patients) arteries or elephant
式主动脉弓修复术的长期预后数据，以便于新技术与传统手术进行比较分析，明确优劣所在。
trunk procedures (42 patients). Concomitant aortic valve or aortic root replacement was required in 403 patients,
and
root
reconstruction was required in 222 patients. Retrograde
(641 patients) or
antegrade (400 patients)
ce我中心自1993年开展胸主动脉血管腔内介入修复术以来，
总共有721例患者
（平均年龄59.3岁，
其中男性占
方法：
rebral
perfusion
was
used
for
neuroprotection
during
hypo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
The
operative
procedure
68.9%）接受了胸骨正中劈开、低温停循环开放式主动脉弓重建术。42.7%的患者施行了扩大主动脉弓修复术，同时进
was urgent or emergency in 316 patients (43.8%) and included repair of type A dissection in 284 patients
行分流手术，无名动脉（296例）、左颈总动脉（216例）以及锁骨下动脉（75例）或象鼻手术（42例）。其中403例需同期
(39.3%). A total of 111 patients (15.4%) had undergone prior cardiac surgery. Primary outcomes in this study
进行主动脉瓣或主动脉根部置换术，
222例进行根部重建。
低温停循环期间的脑保护方法为逆行灌注
（641例）或顺行
were
early and late mortality. Follow-up
was 100% complete
(mean, 52.6 months).
灌注（400例）。316例（43.8%）为紧急或急诊手术，其中包括284例（39.3%）A型主动脉夹层修补术。共111例（15.4%）

ACD

Results: Thirty-day morbidity included death (36 patients [5%]), stroke (34 patients [4.7%]), and permanent
患者既往有心脏手术史。
研究的主要观察指标为早期和晚期死亡率。
随访率为100%
（平均随访52.6个月）
。
dialysis
(14 patients [1.9%]).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early mortality
included
advancing age, prolonged
bypass
times,
and
impaired
ejection
fraction
(all
P
<.05).
Actuarial
survival
at
10
years
was
65%.
Independent
30天内并发症包括死亡
（36例，
5%）
、
卒中
（34例，
4.7%）
和需要永久性透析
（14例，
1.9%）
。
早期死亡的独
结果：
predictors of late mortality included advancing age, prolonged lower body circulatory arrest times, and increas立预测因素包括高龄、体外循环时间延长和射血分数异常（所有P 值均<0.05）。10年实际生存率为65%。晚期死亡
ing creatinine (all P<.05). By Kaplan–Meier analysis, 10-year survival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operative
P 值均<0.05）
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
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高龄、
下半身停循环时间延长和肌酐升高
procedures
for type A dissection
(non–type A 69.1% vs type（所有
A 58%,
P ¼ .003).。Freedom
from aortic reoperation
(any segment) was 72.6% at 10 years.
（非A型69.1% vs. A型58%，P =0.003）。72.6%的患者10年内无需再次主
示，A型夹层患者术后10年生存率显著下降
动脉（任一部分）
手术。
Conclusions:
Open
aortic arch repair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 excellent early and late results. These outcomes
provide
objective
data
for comparison
and suggest that newer
endovascular therapies should be evaluated
first in
晚期疗效都比较乐观。
这些结果为后续的比较提供了客观性数据，
建议新的
结论：开放式主动脉弓修复术的早、
high-risk groups, such as those with advanced age or impaired renal function before broader application in all
血管腔内介入治疗技术若要推广至所有患者使用，需在高危人群（如高龄或者肾功能不全者）中进行风险评估。
patients.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1:1417-23)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1:1417-23）

In the century since Sir William Osler remarked that ‘‘there
is no disease more conducive to clinical humility than aneu“没有什么疾病比主动
rysm自从William
of the aorta,’’ Osler爵士说过
dramatic advances
have occurred in the
field
of
aortic
surgery.
After
the
pioneering
work 主动脉外
by DeBa脉瘤更让临床医生束手无策”
一个世纪以来，
key and colleagues in 1957,1 mortality for arch reconstruc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虽然DeBakey等在1957年取
tion exceeded 25%, with cause
of death often secondary to
[1]
neurologic complications.
The introduction of deep hypo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主动脉弓重建的死亡率仍逾25%，
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 (HCA) by Griepp and colleagues2
死因主要继发于神经源性并发症。由Griepp等[2]首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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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the operative approach and established a safe
strategy for neuroprotection. Seminal work by Svensson
深低温停循环方法
（Hypothermic
Arrest，
demonstratedCirculatory
that these techniques
and associates3 in 1993
used in 简化了手术方式，
656 patients could result
in death and stroke rates of
HCA）
并且建立了一套安全有效的脑
10% and 7%, respectively.
[3]
保护策略。
报道在656例使用该技
Since this1993年Svensson等
landmark report, the introduction
of endovascular techniques
has revolutionized the therapy of thoracic
术的患者中，
死亡率和卒中发生率分别为10%和7%。
aortic disease.4-7 Although initially applied to degenerative
自上述里程碑性的报道后，血管腔内介入技术的应
aneurysms confined to the abdominal and descending
[4-7]
用给胸主动脉疾病的治疗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
。
thoracic aorta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TEVAR]),
recent
work
has
extended
the
use
of
this
虽然本项技术最初只应用在退行性病变所致的局限于腹
approach to the arch aorta.4,5 Moreover, in an effort to
主动脉及降主动脉的动脉瘤，
如胸主动脉血管腔内介入修
reduce the perceived morbidity
associated with HCA,
complex
extra-anatomic
arch vessel
bypass
andTEVAR）
endovascu复术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
lar repair, that is, debranching procedures and
evolving
[4,5]
近年来这项技术已被成功拓展用于主动脉弓
而且，为
technology including branched endografts, have。extended
7,8
The long-term results
TEVAR into the ascending aorta. 复杂的弓部解剖外旁路
了减少已知的HCA相关并发症，
of endovascular repairs with or without debranching are still
转流和血管腔内介入修复术，即去分支手术和不断发展
unclear.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的带分支血管腔内支架技术，
open aortic arch reconstruction由此也使TEVAR的应用范
focusing on both ear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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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扩展到升主动脉[7,8]。采用或不采用去分支的血管腔内

如病变较复杂，或需扩大弓部切除包括大血管时，预计

修复术的长期疗效仍不明确。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开放式

HCA时程需延长，此时有必要行顺行脑灌注（antegrade

主动脉弓重建术的早、晚期疗效进行分析。本文所选择

cerebral perfusion，ACP），流量控制在750～1000 ml/min

的研究时间正是密歇根大学开展血管腔内介入治疗的

左右，可 以 选 择 无 名动脉 / 左 颈 总 动脉插 管，或 左 颈

年代，始于1993年。

总动脉选择 性 插 管、腋动脉灌注，维持右侧桡动脉压
80 mmHg左右。此时，为了预防空气栓塞形成，只有开

缩略词
顺行脑灌注
可信区间
低温停循环
危险比
优势比
逆行脑灌注
胸主动脉血管腔内修复术

始ACP后才能中断RCP。开放式远端吻合口完成后开
始复温，并恢复下半身的灌注流量。2001年之前主动脉
弓发出分支的血管壁裁成岛状植入人造血管，之后每
根血管被分开进行移植，如先前研究所述，应用定制的
带有多根侧支的涤纶人造血管与每根分支分别吻合。
把人造血管裁成合适长度，进行近端吻合。体温正常
后，患者能耐受即可停机。

材料与方法
统计方法
本研究经密歇根大学医院审查委员会批准（项目
2003-0128），免除患者的知情同意。

早期疗效包括30天或院内死亡率、卒中和需要透
析 的肾 衰 竭。晚 期 疗 效 主要包括生存 时间及 生活状

回顾性分析了密歇根大学医院1993~2009年间施行

态。早期死亡率定义为术后30天或住院期间死亡，除此

主动脉置换术的病例数据。入组标准包括：①胸骨正中

之外归入晚期死亡率。至2010年4月，随访率达100%，

入路；②主动脉弓部切除（排除开放式远端吻合而未行

以此统计远期死亡的主要预后终点，平均随访时间为

弓部重建者）；③使用深HCA（排除因梗阻性弓部病变

52.6±39.9个月。

施行大血管旁路者）。按照以上入组标准，共721例连续

采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SPSS Inc，Chicago，

患者入组研究队列。通过联合诊所和医院记录、来自胸

Ill）。所有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二值变量

外科医师协会数据库前瞻性采集的数据、影像资料和

采用卡方检验，连续变量采用独立t 检验。应用前瞻性

查询国家死亡指数以获取早期和远期信息。

条件处理法建立多变量模型（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
析早 期疗 效，C 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晚 期疗 效）以确

手术方式

认与预后相关的独立预测因素。多变量分析的影响因

常 规 胸骨正中劈开、建立体外循环后，使 患者鼻

素包括P 值≤0.1的单变量。结果以优势比（odds rations，

温及膀胱温降至18℃，尽量让体外循环灌注温度与体

ORs）或危险比（hazard rations，HRs）的95%的可信区间

温的最大温差≤10℃（降温和稍后的复温都维持此温

（conﬁdence intervals，CI）表示。应用Kaplan-Meier法估

差范围）。在此期间，必要时可行主动脉根部重建。在

算生存率，生存曲线的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加以验证。

开始HCA之前给予脑保护药物，包括25 g甘露醇、1 g
甲基泼尼松龙和1 g硫喷妥钠。然后切开主动脉，确认

结果

远端吻合部位。641例（89%）患者在此时开始逆行脑
灌注（retrograde cerebral perfusion，RCP），流量在

研究组群的平均年龄为59.3±13.9岁（68.9%为男

500～800 ml/min，维持中心静脉压35 mmHg左右。如

性）。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并发症发生率见表1。治疗指

果是近半弓切除，仅HCA加RCP即可；只有在恢复体外

征包括284例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及416例梭形动

循环灌注后才终止RCP，此举意在预防脑部空气栓塞。

脉瘤。再手术病例中接受弓部修复术者111例（15.4%）；

30

既 往 主动 脉 或 心 脏 手 术 的 详 细 资 料见 表1。4 0 4 例

通气时间而需气管切开的患者24例（3.3%）。中位术后

（56%）为择期手术，128例（17.8%）为紧急手术，188例

住院时间为8天（四分位距范围，5～14天），且与手术年

（26.1%）为急诊手术。

份无关（P =0.86）。
685例术后存活的病例中，104例（15.2%）需要专

早期疗效
36例（5.0 %）患者早 期死亡。多变量分析显示，
高龄（P = 0 . 0 01；O R，1. 0 7；C I，1. 0～1. 2）、低 射血
分数（P = 0 . 0 2；O R，0 . 9 7；C I，0 . 9 5～0 . 9 9）、体外
循 环（c a r d i o p u l m o n a r y b y p a s s，C P B）时 程 延长
（P <0.0001；OR，1.01；CI，1.007～1.02）和HCA时间
（P =0.02；OR，1.03；CI，1.004～1.05）与早期死亡独
立相关。为了明确手术年份与死亡率是否相关，我们
把手术年份划分为2个时段：时段1（1993年至20 05年
3月，n=316），代表着TEVAR研发初期，在密歇根大学
心血管中心仅有为数不多的科室能够开展此手术，且
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或者作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赞助的临床试
验的一部分；时段2（2005年4月至2009年，n=369），此
期间TEVAR已被广泛应用。虽然单变量分析显示两个
时段间的死亡率有差异（时段1：n=23，7.3% vs. 时段2：
n=13，3.5%，P =0.04），但多变量分析并未确认手术年
份是影响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34例（4.7%）患者发生卒中。单变量分析提示，导
致术后卒中的危险因素包括冠心病病史、慢性阻塞性
肺病、射血分数降低、肌酐升高、紧急或急诊手术、急性
A型主动脉夹层修复、HCA时程延长、需切除的主动脉
弓长度增加至左锁骨下动脉或近端降主动脉（所有P 值
均<0.05）。与死亡率有所不同，术后卒中发生率与手术
时段无关（时段1：n=14，4.3% vs. 时段2：n=20，5.5%，

P = 0.6）。多变量分析显示，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
慢性阻塞性肺病史（P =0.01；OR，3.3；CI，1.3～8.2）、
A型 主动脉夹 层 手术史（P = 0 . 0 0 3；O R，4 . 0 5；C I，
1.6～10.1）、HCA时程延长（P = 0.03；OR，1.02；CI，
1.002～1.04）、近端降主动脉切除（P =0.03；OR，4.63；
CI，1.12～19.1）和术后永久性透析（P = 0.0 03；OR，
7.14；CI，2.0～26.1）。
其他 的 早 期 不良事件 包 括 术后 肾 衰 竭（4 2例，
5.8%），仅有14例（1.9%）需要永久性透析。因延长机械

科护理看护（n=74）或入院行康复治疗（n=30）。末次
随访时，47例（6.9%）仍然无法生活自理。永久性伤残
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高龄（OR，1.1；P <0.0001）、慢性
心衰病史（OR，2.8；P =0.007）、脑血管意外（OR，3.7；

P =0.02）、术后脑卒中（OR，6.3；P <0.0001）、需要气管
切开（OR，4.2；P =0.01）和透析（OR，5.0；P =0.03）。
表1

患者特征
变量

频数（%）

术前人口学数据
年龄（岁）
男性
吸烟史
糖尿病
高血压病
脑血管意外
术前肌酐均值（mg/dl）
结缔组织病史
周围血管阻塞性疾病
冠状动脉疾病
充血性心衰
术前射血分数（%）
择期手术
主动脉最大直径
诊断为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史
主动脉瓣/根部置换术史
升主动脉修复术史
降主动脉修复术史
术中变量
主动脉瓣/根部置换术
主动脉瓣重悬吊
弓部游离术
弓部延长术
无名动脉旁路术
左颈总动脉旁路术
左锁骨下动脉旁路术
降主动脉修复术
象鼻手术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二尖瓣修补术/置换术
使用RCP
使用ACP
脑缺血时间（min）
下半身低温停循环时间
体外循环时间（min）
阻断时间（min）
注： RCP，逆行性脑灌注； ACP，顺行性脑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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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疗效

表2

末次随访统计的粗死亡率是21.6%（n=156）。与晚
期死亡率相关的变量见表2。图1所示整组数据分析的
Kaplan-Meier生存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
晚期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增长（P <0.0001；
HR，1.05）、术前肌酐值（P = 0.005；HR，1.57）、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史（P < 0.0 0 01；H R，5.62）、降主动
脉置换术（P = 0.001；HR，11.14）、循环阻断时间延长
（P =0.008；HR，1.021）、需术后气管切开术（P =0.032；
HR，3.16）。虽然A型主动脉夹层对死亡率的影响呈时
间依赖性，但多变量分析并未证实其为独立危险因素
（图2）。该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似乎只在术后早期起作
用，如图2显示，此后的生存曲线呈平行关系。
10年内无需再次大动脉手术的病例占72.6%，图
3A所示为精算曲线。二次手术（n=82）包括开放式（43
例）或血管腔内介入（11例）降主动脉修复，胸腹动脉瘤
切除术（11例），二期弓部手术（4例），腹主动脉修复术

预测晚期死亡的单变量危险因素
变量

单变量分析P 值

年龄
男性
吸烟史
高血压病
周围血管阻塞性疾病
冠状动脉疾病
充血性心力衰竭
手术状态
主动脉最大直径
术前肌酐值
CABG史
降主动脉修复术史
术前射血分数
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
需要同期行CABG
体外循环时间
心肌缺血时间
脑缺血时间
下半身停循环时间
术后卒中
术后需要永久性透析
术后气管切开
CABG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4例）和主动脉瓣或根部置换术（8例）。1例感染性假
性动脉瘤患者因近端吻合口漏及早期Bentall修复术后

TEVAR进行降主动脉修复术可降低手术并发症 [9,10]。随

右冠脉开口撕裂而进行二次修复术。根据Cox比例风险

着此项技术逐渐在主动脉弓及升主动脉中应用，应将目

回归分析评估所示，晚期二次手术的独立危险因素包

前已有的新手术技术与传统开放式弓部重建术进行比较

括弓部重建时实施的象鼻手术（P <0.0001；HR，9.26）。

分析，以明确高危人群是否能够从创伤更小的术式中获

因为弓部重建 需要二次修复的比率 较 高（13/42例，

益。基于此，我们才着手本项研究，研究时间点着眼于密

31%），象鼻手术通常只作为分期手术的第一期术式，还

歇根大学心血管中心能够施行TEVAR的这段时期。

需预定的二期手术彻底修复。此外，弓部重建时同期施

本项研究数据表明开放式弓部重建技术上是安全

行主动脉瓣或根部置换术是术后主动脉意外的保护因

的。早期研究结果显示弓部修复术的并发症（即，死亡

素（P = 0.003；HR，0.5）。A型动脉夹层并不预示着需

和卒中）发生率小于5%。尽管本研究中入组的某些病

晚期再次手术（单变量分析，P =0.19）。同样，Kaplan-

种例数较多，如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39.3%）、二次手术

Meier分析亦提示，A型主动脉夹层初次手术分层分析并

（15.4%）、主动脉弓扩大修补（42.7%），但并发症发生

未呈现出明确的时间依赖性的效果（P =0.128），虽然生

率与同期其他研究报道的数据相似[11-19]。早期死亡率与

存曲线先交叉后分离。研究提示，如果有更大样本量、

灌注及身体停循环时间等传统因素相关，这也预示着

更长时间随访或许能有一些其他阳性发现（图3，B）。

血管内介入治疗技术在高龄患者人群中的应用前景。另
外，A型主动脉夹层或切除程度（特别是降主动脉切除

讨论

作为替代指标）可预测术后卒中的发生。而选择RCP或
ACP则与术后卒中发生率无关（所有P 值均>0.3）。虽然

近年来主动 脉手术逐步向血管 腔 内介入 术 式 演

AC P 的 优 势 仍有争议，但当前研 究 显 示两 者 的 备 选

化，近期统计数据显示，与传统开放式手术相比，应用

假设 没有显著 性 差 异；之 所 以在 扩大弓部切 除 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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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长时间（>60分钟）脑缺血时倾向于使用ACP，很可
能是选择性偏倚所致 [16-19]。实际上，平均脑缺血时间相
对较短（均值，16.6±14.0分钟；范围，0～67分钟）。当
与下半身停循环时间均值36.6±15.6分钟相比，此状况
下更应使用ACP这一积极方案，以降低卒中风险。这与
累计生存率

Svensson等[3]报道的结果特别相近，都提示HCA时间超
过40分钟增加卒中发生风险。这一点也被其他研究报道
平均生存时间=137.1个月

所证实，这些都提示着中度低温（温度，22℃～25℃）加
脑灌注比较容易耐受。
新近研究结果表明，术前一些因素可能增加晚期
死亡率，如年龄、肾功能不全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史，
因而对这些患者群体而言，血管腔内介入方法是比较理

时间（月）

图1 全组K a pl a n - Me ie r生存 分析。全组12 年 生存率为
51.2%±0.5%。

想的治疗方式。确认下半身停循环时间延长就意味着手
术范围扩大或者弓部重建难度增加。Estrera等[12]报道了
相似的结果，同样认为术中变量如体外循环时间是晚
期死亡的预测因素。同期进行主动脉瓣或根部置换术
能降低日后再次手术的风险。这是个意外的发现，与
Sabik等 [14] 和Estrera等[12]的研究数据有较大的出入，因
此，需要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验证。最新的评估显示，
事实上，二次手术病例大多数（79.3%）的修补部位位于
降主动脉或者胸、腹主动脉，这与本文的病例中主动脉
夹层例数相对于Estrera等研究较多有关。诚然，当以A

非A型主动脉夹层

型主动脉夹层不同手术方法进行分层研究时，夹层组再

累计生存率

手术豁免率明显降低。虽然结果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A型主动脉夹层

意义，仔细研究Kaplan-Meier曲线就会发现这些线条一
直维持初始时的离散状态，提示更大样本或者更长时间
的随访或许会有一些有意义的阳性发现。

A型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出于基础病因（如A型主动脉
夹层）或近端为主动脉瓣或弓部存在分支血管等解剖

非A型

因素的限制（如根部、升部和近弓部动脉瘤），TEVAR
时间（月）

图2 A型主动脉夹层分层Kaplan-Meier生存分析。按是否
有指征进行介入手术进行分组，A型主动脉夹层组的生存
率较差，显著低于其他病因组。A型主动脉夹层组的10年
生存率58.0%±0.4%，与之相比，非A型主动脉夹层组为
69.1%±0.4%（log rank检验，P =0.003）。

方法并不适合本文涉及的大多数病例。1993 ~20 05年
间，TEVAR技术只应用于弓部远侧梭形或囊状动脉瘤
或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病例。自2005年以来，杂
交手术如TEVAR联合主动脉弓去分支术、TEVAR联合
“开窗”分支技术已经被用于那些不适合行开放式主动
脉修补术的高危患者。虽然密歇根大学在TEVAR的应
用方面积累了长期的经验，我们也还不能完全接受将主
动脉弓的去分支血管腔内介入修复术应用于所有弓部
33

中位豁免时间=15.6年

主动脉再手术豁免率

主动脉再手术豁免率

非A型主动脉夹层

A型主动脉夹层

A型
非A型

时间（月）

时间（月）

图3 A，迟发性主动脉事件的Kaplan-Meier分析。任何部位10年内的晚期主动脉再手术豁免率为72.6%±0.4%。虽然晚期
再手术风险在A型和非A型病变组中没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B，log rank检验，P =0.128），检验显示曲线早期分离，或许
更大宗病例长期随访会显示不同的结果。

动脉瘤的患者。这种观点部分源于本文涉及到的开放手

结论

术所带来的积极经验。第二个同等重要的保留意见是，
基于对TEVAR长期耐用性的不确定以及升主动脉和主

我们在文献中已经报道了大宗病例的主动脉弓疾

动脉弓本身解剖位置的特殊性，不利于进行TEVAR操

病开放式修补术。我们的研究数据显示，这个曾经令人

作。最后，Stanford研究组 [20] 在其研究结果中也提到，

望而生畏的临床病症如果处理得当，并发症及再手术率

对二叶主动脉瓣和升主动脉瘤的患者，大部分病例会出

都可以控制在较低的范围。随着主动脉疾病的治疗方

现主动脉根部及近端升主动脉扩张，此处存在主动脉窦

法不断朝着血管腔内支架技术方向发展，特定的患者群

部、窦管交界和冠脉开口复杂的解剖结构，当前技术难

体，特别是高龄和肾功能不全者，将是这种新技术的理

以实施去分支或带分支腔内支架的TEVAR。他们的研

想应用对象。

究结果表明，在明确是否在升主动脉应用血管腔介入技
术的问题上，注重冠状动脉开口的带瓣管道移植应被
认为是个不错的选择。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属于长期回顾性的研究性质。
手术技术和围术期护理的轻微差异也可影响疗效，虽
然并未得到基于手术年份所做的统计分析的数据支持。
另外一个缺陷包括缺乏二次手术后结果的完整随访。
即便如此，更大的样本量和更长时间的研究能够减小本
研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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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3%，以此为基准点进行弓部杂交重建的比较。
您有该组的数据吗？
Dr Patel：我们并未就您所述的基点进行单列分
析，但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也认识到血管腔内支架技
术的目前局限性。但我们也认为，随着支架技术逐渐
在升主动脉中应用，且不久的将来也将应用于升主动
脉及主动脉根部手术，而我们也相信这些数据也可以
与当前开放式手术进行比较，如本文所述。我们完全
理解也很感谢您的述评。
Dr Pochettino：其次是关于主动脉夹层。您也
知道，我已经开始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病例中使
用的一种术式称为冰冻象鼻手术（frozen elephant
trunk）。您有大量的A型主动脉夹层病例，将接受
DeBakey I 型手术患者与采用更新的治疗技术进行比
较也很有意义，可以明确他们在避免再次手术和提高
生存率方面的优劣势。您有DaBakey I 型手术研究组
的数据吗？
Dr Patel：我们并未就夹层范围进行进一步的分
层分析。我们的研究中涉及一小部分此类术式，而且
大多数病例确实累及整个主动脉，但遗憾的是，我并
未就您所质疑的部分进行单独分析。
Dr Pochettino：最后一个问题。从您的文章我发
现您在进行全弓重建术时，从整体岛状切除移植改为
所有三支，至少两支分别吻合，改变术式后您有无观

讨论

察到卒中发生率随之下降？

Dr Alberto Pochettino (Philadelphia , Pa)：这是外

Dr Patel：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遗憾的是我并未

科大师的杰作。令我惊诧的是，您的随访率竟然达到

将整体岛状切除移植和分别逐根移植分离出来进行对

100%，实在令我有些嫉妒。细读文章给我印象最深

比研究。可以说，与其他外科医生描述的一样，使用

的是，您应用RCP和选择性顺行灌注进行脑保护的方

逐个分支移植技术可以降低出血风险，我们也在朝这

法，这十分安全有效，正是此举保证了如此令人满意

个方向努力。我的资深搭档Mike Deeb，在2001年我

的疗效。基于此，我有些感想。

还是住院医师的时候就率先开展此项手术，实际上那

首先是关于本研究所总结的数据作为基准点来

时也只有我们在使用这种多分支人工血管。

衡量新技术。您弓部重建大多数包括主动脉根部，

Dr Pochettino：确实不错。

这种情况我们通常叫做半弓或全弓重建。此组，即

Dr John Ikonomidis (Charleston, SC )：Himanshu，

使应用今天的技术，也并非易事。但我认为，如果

恭喜您顺利完成大宗病例的主动脉弓重建，不简单！

进行杂交重建术，则不然。因此，我想如果联系到

我有两个问题。我想知道把半弓和全弓置换混合计算

孤立性弓部重建或者孤立性弓部重建加降主动脉重

卒中发生率是否合适，毕竟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手

建分组或许有些意义，此类病例大约占您的病例数

术。全弓重建涉及到多根大血管的操作，人们自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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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有较高的卒中发生率，而半弓置换则不然，与全

现？我早期也采用了此方法，而在这之前，特别是从

弓比较卒中发生率肯定低，如混合计算，无疑将使卒

Dr Safi的研究团队发现术中进行插管位置改良能显著

中发生率得以稀释。因此，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把

改善体外循环过程或脱机时脑灌注不良的情况。

全弓和半弓置换术后的卒中发生率分开统计？各自是

Dr Patel：我们确实未采用辅助方法如脑血氧监

多少？与之相关的，您是否把全弓置换术本身列入多

测了解脑灌注的变化。本文的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的

变量分析范畴，以明确其是否为卒中的一个独立预后

插管方法一直在不断改进。早期（2005年前）大多数

因素？

病例主要采用股动脉插管。对于择期手术的动脉瘤或

Dr Patel：当我们分析卒中发生率时，的确考虑

紧急手术病例，如果病情允许，即如果钙化不是十分

了切除的范围，有代表性意义的是，切除范围包括降

严重，我们都采用升主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最近

主动脉已经被确认为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我

3～4年，我们也尝试在少数急性A型夹层病例行腋动

们并没有把应用1、2或3根分支吻合的情况在单变量

脉插管。但遗憾的是我并未特意将该数据分离出来作

或多变量分析中单列出来分析卒中的危险因素。

为考评卒中发生率的指标，虽然我了解有报道腋动脉

坦白说，在我们的系列研究中，神经保护策略是

径路插管可以显著降低卒中发生风险。

采用独立的RCP或联合应用RCP与ACP，在观察术后

Dr Anthony Estrera (Houston, Tex)：Himanshu，确实

卒中发生率中没有差异，我怀疑部分原因是数据冗

是篇好文章。我对您所提供的数据不解的一个地方就

长，因为偏倚很明显，在进行全弓修复时，我们通常

是您所述的晚期再介入比率问题，究竟有多少例需要

会使用ACP。如果您注意到每个病例最后计算得出的

弓部修复术后再次介入治疗。因为如果要与血管腔内

脑缺血时间，您会发现全组病例的平均脑缺血时间

支架技术进行比较的话，后者的主要局限性之一就是

大约在15或16分钟，而总的下半身停循环时间约为

人造支架血管相关的渗漏问题。实际上大多数需要晚

30～35分钟。因此确实很大一部分病例进行了顺行性

期再次介入治疗的始因往往是弓部支架远端的病变进

脑灌注，或许正是该因素缓解了扩大弓部重建所产生

展所致，即使您实施的弓部修复异常牢靠。如果您能

的不良反应，也影响了卒中发生率。

够提供相关的数据，对进行同期系列研究将大有裨益。

Dr Ali Khoynezhad (Omaha, Neb )：Himanshu，

Dr Patel：在整个研究体系中，我的印象中只有

文章很好，结果也很有意义。关于A型主动脉夹层亚

一例患者因为吻合口问题进行二次手术，此例患者实

组：不奇怪，该组有较高的早期死亡率，再手术率和

际上是因为近端缝线感染引起假性动脉瘤而需要主动

卒中发生率。但我有个疑问：不知您有无尝试不同的

脉根部及部分升主动脉重建。但我完全同意您的观

插管位置，比如股动脉或腋动脉插管在HCA过程中是

点，晚期再手术往往继发于主动脉其他部位的疾病进

否有差异？另外，经颅多普勒检查是否有什么异常发

展，而非手术部位，正像您所预期的那样。

（陈晓辉 译 翁国星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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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摘要）

牛颈静脉带瓣管道：10年随访结果
Bovine jugular vein valved conduit: Up to 10 years follow-up
Natasha Prior, MD, FRCS, Nelson Alphonso, MD, FRCS, Philip Arnold, BM, FRCA, Ian Peart, MBChB, FRCP,
Kent Thorburn, MMed, MRCP, FCPaed, FRCPCH, Prem Venugopal, MCh, FRCS, and Antonio F. Corno, MD,
FRCS, FACC, FETCS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审校
目的：回顾性分析植入牛颈静脉带瓣管道的患者死亡率和管道退行性变的发生率。
方法：1999年10月～2009年2月期间，共有193例植入牛颈静脉带瓣管道的患者出院（平均年龄6.7±5.8岁，范围：
5天～18岁；平均体重23.9±21.0 kg，范围：2.4～105.4 kg）。植入管道原因包括：右室流出道重建（117例）、管道置换
（44例）和Ross手术（32例）。管道直径分别为12 mm（18例，9.3%）、14 mm（16例，8.3%）、16 mm（42例，21.7%）、
18 mm（37例，19.2%）、20 mm（15例，7.8%）和22 mm（65例，33.7%）。
结果：平均随访4.6±2.3年/人（范围：8个月～10年）。晚期死亡患者5例（2.6%），均与管道退行性变无关。因管道问
题10例患者（5.2%）术后首选介入治疗，平均间隔2.5±1.4年（范围：8个月～5.3年），5例患者（2.6%）首选手术干预，
平均间隔2.1±1.9年（范围：19天～4.1年）。晚期死亡患者中，植入12～14 mm直径牛颈静脉管道者占5.9%（2/34例），
植入16～22 mm直径管道者占1.9%（3/159例）
（P =NS）。植入12～14 mm直径管道的患者术后需要介入或手术干预者
占29.4%（10/34例），植入16～22 mm直径管道者术后需要再次干预者仅占3.1%（5/159例）
（P <0.0005）。
结论：通过10年的随访发现，就患者生存率和管道有效率而言，牛颈静脉带瓣管道能够替代同种肺动脉带瓣管道。
但是前者退行性变的发生几率更高，并且在小直径管道（12～14 mm）中出现的时间更早。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983-987)

三尖瓣圆锥重建联合或不联合1½心室修补纠治Ebstein畸形
Con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icuspid valve in Ebstein anomaly with or without
one and a half ventricle repair
Jinfen Liu, MD, Lisheng Qiu, MD, PhD, Zhongqun Zhu, MD, PhD, Huiwen Chen, MD, PhD, and Haifa Hong,
MD, PhD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审校
目的：回顾性总结本中心单独采用三尖瓣圆锥重建联合或不联合1½心室修补术矫治Ebstein畸形的经验和中期
结果。
方法：2004年1月～2009年10月，连续30例患者在本中心采用三尖瓣圆锥重建治疗Ebstein畸形；20例重症Ebstein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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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患者同时行双向腔肺吻合。中位年龄60个月（范围：2～192个月）。研究定义重症Ebstein畸形的标准包括右室腔严
重扩大，三尖瓣隔瓣明显异常和体外循环后血流动力学紊乱。手术前后均需评价患者的临床和超声心动图指标。
结果：住院期间死亡1例（3.3%）。术前三尖瓣中度返流8例，重度返流22例。术后早期心脏超声结果表明三尖瓣轻
度返流26例，中度返流3例，重度返流1例。中位随访22个月后发现，20例同时行双向腔肺吻合者15例三尖瓣轻度
返流，4例中度返流。10例未行双向腔肺吻合者（中位随访32个月）轻度返流4例，中度返流4例，重度返流2例。对
于未行双向腔肺吻合、术后三尖瓣返流超过轻度者，其术前心脏超声结果亦提示右室有严重扩张。
结论：对于年龄小、严重Ebstein畸形、术后右室衰竭的高危患者，除采用三尖瓣圆锥重建外还应当行双向腔肺
吻合。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178-1183)

Ⅰ期免缝线法矫治“单纯”完全肺静脉异位连接：
单中心中期疗效报告
Primary sutureless repair for “simple” 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 Midterm results in a single institution
Bobby Yanagawa, MD, PhD, Abdullah A. Alghamdi, MD, MSc, Andreea Dragulescu, MD,
Nicola Viola, MD, Osman O. Al-Radi, MD, Luc L. Mertens, MD, PhD, John G. Coles, MD,
Christopher A. Caldarone, MD, and Glen S. Van Arsdell, MD

张永 译 肖颖彬 审校
目的：我们此前报道了使用心房心包膜缝合或“免缝线法”修补术用于术后肺静脉狭窄的外科处理。该方法可以避
免肺静脉缝合线引起的几何构型扭曲，预防矫治术后继发肺静脉狭窄，我们将这一技术扩展用于“单纯”完全性肺
静脉异位连接的初次矫治手术。
方法：从1997年1月到2009年7月，连续57例完全性肺静脉异位连接患者（年龄中位数15天，体重中位数3.4 kg）接受
了“免缝线法”或常规矫治手术。
结果：完全肺静脉异位连接分型包括：心上型31例（54%），心内型15例（26%）以及心下型11例（19%）。中位随访时
间为2.9年。术前综合测量4根肺静脉的狭窄程度，平均肺静脉评分是0.3/0～12，35例（61.4%）合并垂直肺静脉梗
阻。21例患者接受了Ⅰ期“免缝线法”矫治（36.8%；心上型12例；心内型4例；心下型5例）。
“免缝线法”矫治组患者
中，手术风险高的心下型完全肺静脉异位连接所占比例较多（24% vs. 16%，P =0.05）。采用两种手术方式的患者手
术死亡率和因继发肺静脉狭窄再次手术率无差异，两组患者术后肺静脉评分（0.2±0.7 vs. 0.7±1.7，P =0.26）亦无
显著差异。
“免缝线法”矫治组中心下型患者所占比例较高，术后右心室收缩压下降更为明显。尽管“免缝线法”矫治组
结论：
患者术前风险较高，但与传统方法矫治组相比，患者手术死亡率和再手术率并无明显差别。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346-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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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型房室间隔缺损的外科治疗：术式、年龄及21三体对疗效的影响
Surgical management of 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Associations with surgical technique, age, and trisomy 21
Andrew M. Atz, MD, John A. Hawkins, MD, Minmin Lu, MS,c Meryl S. Cohen, MD, Steven D. Colan, MD, James
Jaggers, MD, Ronald V. Lacro, MD, Brian W. McCrindle, MD, MPH, Renee Margossian, MD, Ralph S. Mosca,
MD, Lynn A. Sleeper, ScD, and L. LuAnn Minich, MD, for the Pediatric Heart Network Investigators

张永 译 肖颖彬 审校
目的：分析近期完全型房室间隔缺损矫治术后的结果，探讨并确定影响外科治疗效果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这项多中心观察研究纳入2004年6月到2006年行完全型房室间隔缺损矫治术的120例儿童病例，采集患儿术
后1～6个月内的人口学信息、手术方式及治疗结果的相关数据。
结果：患儿手术治疗时的中位年龄3.7个月（范围：9天～1.1岁）。修复手术方式包括单片法（18%），双片法（72%），以
及单一补片修补房间隔缺损并直接闭合室间隔缺损（10%）。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残余间隔缺损发生率和左侧房室
瓣关闭返流（left atrioventricular valve regurgitation，LAVVR）的程度无显著差异。重症监护室的中位停留时间为4
天，呼吸机辅助通气的中位时间为2天，中位总住院时间8天。合并21三体综合征（占纳入病例80%）对上述结果无明显
影响。院内死亡率为2.5%（3/120例），术后6个月内总体死亡率4%（5/120例）。合并其他畸形及低龄者住院时间明显较
长。手术时年龄与术后6个月时残余间隔缺损或中重度LAVVR发生并不相关。术后6个月时中度以上LAVVR发生率为
22%，并且其最有意义的预测指标是术后1个月时出现中度以上的LAVVR（优势比，6.9；95% CI，2.2～21.7；P <0.001）。
结论：不同的手术方式或合并21三体综合征对完全型房室间隔缺损修补术的疗效无明显影响。手术时患儿年龄过
低与使用更多的医疗资源相关，但对残余室间隔缺损或明显的LAVVR发生无明显影响。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371-1379)

胸外科手术（摘要）

可完全手术切除的食管癌患者的复发和无病生存率的预测因素
Predictors of recurrence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completely
resected esophageal carcinoma
Paul C. Lee, MD, Farooq M. Mirza, MD, Jeffrey L. Port, MD, Brendon M. Stiles, MD, Subroto Paul, MD,
Paul Christos, DrPH, and Nasser K. Altorki, MD

王猛 译 张逊 审校
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可完全手术切除的食管癌患者的复发和无病生存率的预测因素。
方法：我们回顾性分析了可完全手术切除的食管癌患者的前瞻 性数据库。对医疗记录进行了评估。分析复发
率、复发时间和无病生存率。应用Kaplan - Meier法估计时间事件，并应用多变量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复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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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病生存率的显著因素。
结果：1988～2009年间，500例患者中有465例接受食管癌完全性手术切除。中位随访时间为49个月；其中197例患者
（42.4%）复发，175例死于癌症，22例患者带瘤生存。校正病理学分期的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以下变量为预防复发
的独立预测因素：体能状态评分>0 [风险比（hzazrd ratio，HR），1.84； 95% CI，1.35～2.49，P <0.001]、肿瘤细胞
低分化（HR，1.50；95% CI，1.12～2.01；P =0.006）、诱导治疗（HR，1.65；95% CI，1.21～2.25，P =0.002），整块切除
（en bloc resection）
（HR，0.61；95% CI，0.43～0.88，P =0.007）、较晚的病理学分期（II / III / IV期）
（HR，5.46；
95% CI，3.05～9.78，P <0.001）。校正病理学分期的无病生存率的独立预测因素是体能状态评分>0（HR，1.73；
95% CI，1.34～2.23；P <0.001）、整块切除（HR，0.63；95% CI，0.47～0.84，P = 0.002）、诱导治疗（HR，1.34；95%
CI，1.02～1.76，P =0.033）、较晚的病理学分期（II / III / IV期）
（HR，3.16； 95% CI，2.15～4.65，P <0.001）。
结论：对于可完全手术切除的食管癌患者，预防复发和无病生存率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良好的体能状态、整块手
术切除和较早的病理学分期。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196-1206)

新辅助放化疗后手术切除肿瘤对淋巴结阴性T3、T4期
非小细胞肺癌的影响
Impact of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followed by surgical resection on
node-negative T3 and T4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Benedict D. T. Daly, MD, Michael I. Ebright, MD, Allan J. Walkey, MD, Hiran C. Fernando, MBBS, Ken S. Zaner,
MD, PhD, Donna M. Morelli, BS, and Lisa A. Kachnic, MD

王猛 译 张逊 审校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价新辅助化疗和同期大剂量放疗对淋巴结阴性的T3、T4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的影响。
方法：1979～2008年间连续入组接受手术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共110例，其中T3N0M0分期94例，T4N0M0分
期16例。47例患者术前接受新辅助化疗并同期行大剂量放疗（5940 cGy）
（放化疗组）。63例患者未接受化放疗诱
导治疗而接受手术治疗（手术组），其中21例接受了术前新辅助放疗、19例接受了辅助放疗、17例接受了单纯手术、
2例接受了辅助化疗、2例接受了辅助放化疗，剩余的2例接受了近距离放疗。应用粗率统计和校正后Cox比例风险
模型对放化疗组和手术组进行生存比较分析。
结果：5年、10年生存率及中位生存时间在放化疗组分别为61%、50%和90个月；而在手术组分别为22%、14%和22个
月。与放化疗组相比，手术组患者的死亡风险显著增加（HR，2.60；95% CI，1.62～4.18；P =0.0001）。对年龄、性别、
肿瘤大小、肿瘤部位、手术方式及治疗时间等可能的混杂因素进行校正后，手术组的死亡风险相对于放化疗组仍
然显著增加（HR，2.81；95% CI，1.45～5.44；P =0.002）。
结论：针对淋巴结阴性的T3、T4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采取积极的同期新辅助放化疗可以显著延长生存期。这一方
案需要在多中心、前瞻性临床试验中得到进一步评价。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392-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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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心脏术后胸骨裂开：
胸廓固定背心的应用价值
Sternal dehiscence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The value of supportive thorax vests
Sezai Celik, MD, Ahmet Kirbas, MD, Onur Gurer, MD, Yahya Yildiz, MD and Omer Isik, MD

王猛 译 张逊 审校
目的：胸骨裂开是开胸术后并发症和手术死亡的主要原因，而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因此，本研
究旨在确定中/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病对胸骨裂开的发生是否有影响，以及应用Robicsek关胸术和胸廓固定背心是否
会降低接受心脏手术的中/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胸骨裂开的发生率。
方法：共完成两项研究。研究1：对842例接受心脏手术和连锁“8”字胸骨缝合固定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将相关
病例分为两组：1a组（328例患者伴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和1b组（514例患者不伴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研究2：将 221例
拟行开胸手术的中/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纳入前瞻性研究。研究2组的病例均使用Robicsek关胸术。其中100例
患者（2a组）术后使用胸廓固定背心；另外121例患者（2b组）术后不使用胸廓固定背心。
（P <0.001），胸骨裂开患者的死亡率分别为53.8%和
结果：研究1中，1a组胸骨裂开率（7.9%）显著高于1b组（1.2%）
33.3%。研究2中，2a组胸骨裂开率（1%）显著低于2b组（11.5%）
（P =0.002）。2a组无患者死于胸骨裂开，2b组中胸
骨裂开患者的手术死亡率达35.7%。
结论：Robicsek关胸术和胸廓固定背心的使用可以非常有效地预防中/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心脏术后的胸骨
裂开。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398-1402)

获得性心血管病（摘要）

低温停循环下胸腹主动脉瘤修复术后的疗效分析
Outcomes after thoraco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repair with hypo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
Alexander Kulik, MD, MPH, Catherine F. Castner, RN, and Nicholas T. Kouchoukos, MD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审校
目的：近年来，随着胸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的进步，开放性手术治疗的作用受到质疑。本文评估了作者在体外循环
和低温停循环下行胸腹主动脉瘤修复术的经验。
方法：自1986年1月至20 08年12月，218例患者（平均年龄63±14岁）在体外循环和低温停循环下施行了胸腹主
动脉瘤修复术。手术修复范围如下：CrawfordⅠ型 57例（26%），CrawfordⅡ型91例（41%），CrawfordⅢ型7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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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0例（73%）为退行性变动脉瘤。急诊手术者18例（8%）。
结果：平均体外循环时间160±44 min，平均低温停循环时间31±12 min。术后脑卒中8例（3.7%），脊髓缺血性损伤
10例（4.6%）
（截瘫8例，下肢轻瘫2例）。因新发肾衰竭需要临时透析者占住院生存者的3.6%。30天死亡率和1年死亡
率分别为7.3% 和 24.5%。急诊手术的30天死亡率为33.3%，而择期手术的30天死亡率为5.0%（P =0.001）。5、10年生
存率分别为55%和23%。初次手术后（平均5±3年），25例患者再次手术处理人工血管或人工血管临近的主动脉。初
次手术后5、10年的再手术豁免率分别为87% 和 60%。
结论：如能很好地保护重要脏器免受损伤，体外循环和低温停循环下行胸腹主动脉瘤修复是安全的，手术治疗
的早期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并不高于腔内治疗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择期手术者的效果更好。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953-960)

药物洗脱支架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在冠心病治疗中的比较：
随机化和非随机化研究的荟萃分析
Drug-eluting stents versus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and nonrandomized studies
Tristan D. Yan, BSc(Med), MBBS, PhD, Ratnasari Padang, MBBS, Chin Poh, Christopher Cao, BSc(Med),
MBBS, Michael K. Wilson, MBBS, Paul G. Bannon, MBBS, PhD, and Michael P. Vallely, MBBS, PhD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审校
目的：我们对目前随机化和非随机化对比研究进行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以比较药物洗脱支架和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对冠心病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
方法：适合评估的对照研究共25项（随机化研究1项，非随机化研究24项），两位评价者独立地评价每一项研究。综
合有关报告的发病率、死亡率和需再次血管化的发生率进行荟萃分析。相对危险度作为概要统计分析值。
结果：25项对照研究中共纳入34 278例患者，其中药物洗脱支架者18 538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者15 740例。
这是接受药物洗脱支架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之间的对比。药物洗脱支架组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组中，各
种原因导致的12个月累计死亡率（4.5% vs. 4.0%，P =0.92）、24个月累计死亡率（6.2% vs. 8.4%，P =0.27）和30天
内心肌梗死发生率（1.4% vs. 2.0%，P =0.60）无显著差异。药物洗脱支架组的30天全因死亡率（0.9% vs. 2.3%，

P <0.001）、脑卒中（0.4% vs. 1.7%，P <0.001）和30天内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3.6% vs. 5.5%，P <0.04）显
著低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组。然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组的术后心肌梗死（5.5% vs. 4.7%，P =0.03）、需再次
血管化（22.2% vs. 4.1%， P <0.001）和术后12个月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16.7% vs. 10.5%，P <0.001）的发生率更
低。对多支病变患者的亚组分析后发现，药物洗脱支架组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组的比较结果同上。
结论：药物洗脱支架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相比，其围术期的风险较低，但是术后心肌梗死、需再次血管化和术后
12个月的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13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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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伴有三尖瓣环扩大的二尖瓣修复术患者中行三尖瓣环成形可防止
右心室扩张和三尖瓣返流加重
Tricuspid annuloplasty prevents right ventricular dilat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tricuspid annular dilatation undergoing
mitral valve repair
Nico R. Van de Veire, MD, PhD, Jerry Braun, MD, Victoria Delgado, MD, Michel I. M. Versteegh, MD,
Robert A. Dion, MD, PhD, Robert J. M. Klautz, MD, PhD, and Jeroen J. Bax, MD, PhD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审校
目的：我们推测伴有三尖瓣环扩大的二尖瓣修复术患者，同期行三尖瓣环成形可避免三尖瓣返流加重和右心室重构。
方法：2002年，行二尖瓣修复术80例，其中对13例三尖瓣返流（3级或4级）患者施行了三尖瓣环成形术。2004年，行
二尖瓣修复术102例，其中对21例三尖瓣返流（3级或4级）患者施行了三尖瓣环成形术，43例超声心动图测量三尖
瓣环直径≥40 mm者也同时施行了三尖瓣环成形术。所有患者术前行经胸超声心动图分析，术后2年行经胸超声心
动图随访。
结果：2002年组的患者，右心室直径未减小（右室长轴切面，69±7 vs. 70±8 mm；右室短轴切面，29±7 vs. 30±7 mm），
三尖瓣返流程度和跨瓣压差也无改变。2004年组的患者，可观察到右心室重构逆转，右心室直径减小（右室长轴切
面，71±6 vs. 69±9 mm；右室短轴切面，29±5 vs. 27±5 mm；P <0.0001），三尖瓣返流减轻（1.6±1.0 vs. 0.9±0.6，

P <0.0001）和跨三尖瓣压差降低（28±13 vs. 23±15 mm Hg，P =0.021）。2002年组患者行亚组分析显示：有23例患
者，术前三尖瓣环扩大，但返流没有达到3级或4级，因而未行三尖瓣环成形，术后2年随访发现三尖瓣返流加重并
导致右心室扩张。2004年组患者行亚组分析证实：43例仅因术前三尖瓣环扩大，行三尖瓣环成形，术后右心室重构
逆转，三尖瓣返流减轻。
结论：对于伴有三尖瓣环扩大的二尖瓣修复术患者，即使无严重三尖瓣返流，也应考虑同期行三尖瓣环成形术，以
改善三尖瓣返流和右心室扩张。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431-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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