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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评

创举创造未来

站在公元 2011年，如果 抚今 追昔，我们发现有很

成立100周年（1917年成立），我们将在Marc Moon博士

多心胸 外科 领 域 的 重大 历史事件值得 纪 念。8 0 年前

与A ATS百年委员会的指导下推出“巨匠视角”专栏。

的 十月份，开展 第一 例 肺 切 除 手术 的 心胸 外科 专家

通过这一专栏，我们将探讨历任A ATS主席如何 殊途

Evarts Graham教授创办了《胸心血管外科杂志》（The

同归、通过各自努力成为心胸外科这一行业的执牛耳

Jour 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 y，
JTCVS ）。Graham医生主办这一杂志26年，最终使之
成为全世界医学领域的杰出杂志之一。
2011年同时值得纪念的是女性在胸外科领域的贡
献。在1961年，也就是50年前，Nina Star r Braunwald
成为获得美国胸外科理事会（t he A me r ic a n B o a r d
of T h o r a c i c S u r g e r y，A B T S）执 业 证书的第一 位
女 性，此 后 成 为 美 国 胸 外 科 学 会（t h e A m e r i c a n
Associat ion for T horacic Su rger y，A ATS）的第一
位女性成员。在此期间，Br au nwa ld医生作为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 utes of Health，
NIH）的一员，在A nd rew Mor row教授指导下成功完
成了第一例人工二尖 瓣置换术。这一手术应用了“研
究人员自制”的人工二尖 瓣，该二尖 瓣主体材 料为微
孔聚氨酯，同时采用聚四氟乙烯作为腱索替代材料。
Nina在心胸外科领域的诸多创举极大推动了心胸外科
的发展。目前，已有20 0多名女性医师获得了A BTS的
执业证书。
J TC VS 2011年4月刊的杂志封面是Shu mway与
Reitz医生成功进行心肺移植的照片。2011年3月是这一
历史创举的30周年纪念，心肺移植手术的出现延长了众
多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患者的生命。Br uce Reitz发
表了一篇题为“先驱者的反思”的文章，对联合心肺移
植手术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相信读者会对此篇
文章很感兴趣。
从JTCVS 2011年4月刊开始直至2017年，即AATS

者，同时我们将对他们在本领域内的卓越贡献作一小
札。这项专栏的推出将使A ATS在2017年的百年庆典
更加令人期待。
最 近 在 圣 地 亚 哥 召 开 的 胸 外 科 协 会 会 议 上，
E d w a r d Ve r r i e r 博士 领 导下 的 胸 外科 教 育 联 合
委员会（t h e Joi nt C o u n c i l o n T h o r a c ic Su r g ic a l
Education）开设了一个名为“胸外科数字化教育的组
织与应用”的议题，该议题旨在为当前心胸外科教育培
训献计献策。该议题成功邀请到心胸外科教育培训领
域内的多位巨擎，包括A BTS与胸外科指导协会（t he
Thoracic Surgery Directors Association，TSDA）的
主席。如何打造统一的心胸外科教育平台极为重要。如
我之前所说“这是一个不断变更的时代”，人们总习惯
用保守的态度对待新技术，但如何学习并运用这些新
技术至关重要。
由于不同层面 对 教育 和 再 教育的 浓 厚兴 趣，
J TCVS 原刊新增了“心胸外科的培训与教育”专栏。
本专栏拟收录同行评议文章，文章将涉及常见新技术
教育与培训 的内容。在心胸 外科 技 术飞 速 发 展 的 今
天，我很喜欢引用一句话“需要警惕的不是技术的推
陈出新，而是我们 是 否能 够 真正掌 控 推 陈出新 的 技
术”。我们需要掌握新技术的最佳适应证并避免在学
习过程中走太多弯路。我相信JTCVS 是展现这些新技
术的最佳场所。
该专栏首批文章中，有一篇文章的作者是胸外科
研究与教育基金委员会（the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Thoracic Surgery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and
Educat ion，TSFR E）主席Dav id Jones博士。通过调
查TSFRE资料，Jones博士在文中总结了获得资助的青
年心胸外科医师的学术成就，这一总结令人印象深刻。
了解TSFR E基金的重要性非常关键，因为该基金已经
成为学术型青年心胸外科医师、研究人员及导师的强
大推动力。TSFRE由AATS、胸外科医师协会（Society
1

of Thoracic Su rgeons，STS）、美国南部胸外科学会

卸任“获得性心血管疾病专栏”副主编一职。Craig在

（Southern Thoracic Surgical Association，STSA）

任期间尽管时间安排很满，但仍出色完成了副主编的

及美国西部胸外科学会（Wester n Thoracic Surgical

工作，在此我向Craig表示祝贺。John Ikonomidis博士

Association，WTSA）联合创建，并已经成为未来心胸

将接替Craig的副主编职务并与Hartzell Schaff博士共

外科及学术训练的基石。
此外，我要感谢Edwards Lifesciences公司为加入
美国毕业生医学教育培训计划（Accreditation Council

事。John作为杂志的编委会审稿人已经有数年时间，毫
无疑问，他将为杂志做出更加突出的贡献。我期待着与
John副主编一起共事。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s）

最后，我对Martin McKneally博士谨致以特别的

的每一 位在美住院医师订阅的J TC VS 杂志。这为我

敬意，感谢他10年来作为伦理编辑的辛勤工作及对杂

们 的住 院医提 供了一 个很 好 的学习机会并将 帮助我

志的重要贡献。近年来，医生在学术方面是否受到经

们的住院医与知识前沿保持同步。再次感谢Edwa rds

济利益左右的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心胸外科医生，

Lifescience公司对我们行业未来的关注。

由于始 终 处在 新技 术应 用的 前 沿，这一问题 更为突

我还要感谢Craig Smith博士3年以来为杂志所做

出。Marty在处理伦理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公正的态度、

的贡献。由于Craig担任AATS主席并需要在哥伦比亚

恪守统一标准，为J TCVS 做出了出色的工作。谢谢您

大学临床管理工作中投入很大精力，因此2011年5月将

Marty，感谢您出色的工作。

（袁昕 译 王巍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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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综述

心血管外科手术与器官损伤：重新审视溶血的影响

体外循环辅助下的心血管外科手术与术后器官损

动脉瘤等复杂手术的患者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患者

伤密切相关，严重影响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发生急性肾损伤 [1- 6]、肺功能障碍 [7,8]、脓毒血症和多器

组织损伤的发生与多种体外循环相关的机制相联系，包

官衰竭[9]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均较高。

括灌注不足、缺血再灌注和促炎性反应的产生。溶血，

为了制定具体的预防和治疗策略，人们已对上述

伴随着血浆游离血红蛋白浓度水平的升高，通常被认

并发症的病理生理学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体外循环

为是体外循环中不可避免但相对无害的副作用。然而，

（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可通过血液稀释所

最近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血浆游离血红蛋白可清除

造成的氧输送不足 [10]、缺血再灌注 [11] 和灌注不足 [12 ,13]

血管内一氧化氮，从而降低其生物利用度。而一氧化氮

引起组织损伤。CPB中使用的心内吸引器被认为是脂

是最重要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因子，其显著下降可减少组

质微栓子的来源，而后者在大脑、肾脏、脾脏和肌肉组

织灌注并介导器官损伤的发生。此外，尿液中游离血红

织 [14 ,15 ] 内会造成小血管的阻塞。此外，无内皮覆盖的

蛋白还将主要通过催化活性氧物质的产生导致肾脏损

C PB系统 还会触 发促炎性反应从而加重细胞功能障

害。本综述将主要讨论游离血红蛋白水平升高对一氧

碍，如影响肾小管细胞功能 [16,17]。事实上，在心脏外科

化氮代谢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综述游离血红蛋白在

患者中使用迷你体外循环系统（mini-CPB）与使用普

器官损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心血管手术中游离血红蛋

通体外循环管路相比，mini-CPB通过同时减少促炎性

白的潜在来源，以及减轻溶血危害的治疗选择。我们提

接触表面和血液稀释减轻了患者肠道和肾脏损伤标志

议，在体外循环辅助的手术中，溶血不再是一个“无辜

物的释放 [18]。与之类似，对于接受非CPB下CABG（不

的旁观者”，减轻溶血作用的治疗措施对于降低心血管

停跳CABG）的患者，其肝脏和肾脏损伤的发生率要显

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非常重要。

著低于接受CPB下CABG（停跳CABG）的患者 [19,20]。

体外循环辅助的心血管外科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

然而，虽然非体外循环手术在全球范围内也受到了欢

率及死亡率均较高，这在一些接受如冠状动脉旁路移

迎，但体外循环辅助的手术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

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联合

泛应用。为了降低CPB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瓣膜手术、Bentall手术和开放性胸主动脉瘤或胸腹主

人们已在增强CPB生物相容性和血流变特性方面做出
了成功地尝试。但不幸的是，这些改进并未能显著降
低心血管外科手术后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21] 。这一
相对失败提醒我们，该过程中组织损伤和器官功能障
碍的潜在病理生理机制仍需进一步明确 [21]。
CPB中常出现溶血现象，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不可避
免的但相对无害的现象。溶血主要由灌注管路内的机械
性剪切力所引起，导致血红蛋白释放入血液循环[22,23]。
自从溶血、血管功能损害、器官灌注不足和器官功能障
碍之间的直接关系在实验动物模型和罹患慢性溶血性
疾病患者身上得到反复证实以来 [24, 25]，细胞外游离血
红蛋白（cell-free plasma hemoglobin，f Hb）在器官损
3

（游离血红素），后者将被循环中的血红素结合蛋白所

缩略语

清除。在清除过程中，由微循环减少所激活的血红素加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一氧化碳
体外循环
游离血红蛋白
血红素加氧酶
一氧化氮
红细胞
亚硝基血红蛋白

氧酶-1（heme oxygenase-1，HO-1）主要在肝脏和脾脏
将血红素分解为一氧化碳（carbon monoxide，CO）、
胆绿素和铁 [31]。这种微血管系统的细胞保护性的HO-1
生成被证明可以通过调节CPB心脏手术患者的炎性反
应，从而改善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32]；此外，HO-1的产
生还被证实可以抑制转基因镰状细胞小鼠的血管炎症
和阻塞 [32,33]。因为结合珠蛋白和血红素结合蛋白，在血
红蛋白-结合珠蛋白复合物以及血红素-血红素结合蛋
白复合物被清除后并不能循环使用，这就使得过度的

伤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最近，Meyer
[26]

红细胞溶解将很快消耗完储备的结合珠蛋白和血红素

的研究发现血液透析介导的溶血所导致的

结合蛋白，从而导致f Hb和游离血红素两种有害产物浓

f H b升高损害了患者的血管功能，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

度的升高。首先，游离血红素可以与内源性过氧化氢发

对f Hb在急性和一过性溶血过程中对微循环功能障碍

生反应形成具有毒性的氧自由基，后者与促氧化损伤的

及其同事

的研究

发生有关[34]。第二，氧化的f Hb对最重要的内源性扩血

也证实了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 [28]，在大型主动脉手术

管物质NO具有强大的清除能力。氧化的f Hb与NO快速

中，术中急性溶血与近端肾小管损害和术后急性肾损

[6～8×10 7 mol/（L•s）]且不可逆的反应可将f Hb转化为

伤独立相关。由此我们推测，在存在溶血现象的心血

高铁血红蛋白，同时将NO转化为硝酸盐。实际上血循

管外科手术中，溶血在器官损伤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

环中同时也存在脱氧f Hb，它也能清除NO并将其转化

但却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因素。

为亚硝基血红蛋白，但这种清除速度要慢得多[107 mol/

发展作用的思考

[27 ]

。此外，Meyer及其同事

[26 ]

f Hb对血管内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代谢的

（L•s）]，而且是可逆的 [24, 29] 。这样一来，溶血显著损

干扰作用被认为在微循环损害、器官损伤和器官功能

害NO的生物利用度并介导了微循环功能障碍 [35,36]。利

障碍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4] 。因此该综述将主要

用犬体内溶血动物模型的实验也发现，f Hb相关的NO

讨论下面几个问题：①f H b对血管内NO生物利用度的

清除与体循环血管收缩及肾功能减退有关 [25] 。罹患镰

影响；②f Hb在微循环功能障碍和器官损伤中的作用；

状细胞贫血的患者，其f Hb将呈现慢性升高的趋势，与

③心血管外科手术中f Hb的可能来源；④在CPB辅助的

f Hb低于平均水平的患者相比，在注射NO前体硝普钠

手术中减轻溶血危害的治疗选择。

后，前臂血流反应率降低了80% [24]。第三，溶血还将导
致精氨酸酶1的释放，这种酶可将合成NO的底物L-精

溶血所致的血浆游离血红蛋白升高对血管内
一氧化氮生物利用度的下调作用

氨酸转化为鸟氨酸 [37]。这样一来，溶血不仅会引起NO
的清除，理论上还能影响新的NO生成。但在实际情况
中，我们证实，CPB产生的精氨酸酶1并没有影响精氨

随着血管内红细胞（red blood cells，R BC）的破

酸转化为鸟氨酸的速率（未发表的资料）。这意味着，

坏和瓦解，f H b进入了血液循环。这些f H b可与结合珠

此类手术中精氨酸酶的水平还未高到足以通过影响精

蛋白结合，也可被氧化为高铁血红蛋白。血红蛋白结合

氨酸水平来降低NO合成的地步[38]。

珠蛋白的复合体与单核细胞和组织巨噬细胞表面表达
的清道夫受体CD163结合，进而通过胞吞作用从血循
环中被快速清除。在正常生理情况下，结合珠蛋白可通

细胞外游离血红蛋白通过清除一氧化氮引起
微循环功能障碍，并介导组织缺氧损伤

过此途径避免血浆f H b的堆积 [29]。这种作用同样也在
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中得到了证实，给这些患者静脉

溶血在器官损伤发 生 发 展中的作用早 在19 世 纪

。

70年代就已有报道 [24,39]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由于肾小

伴随着f Hb的氧化，溶血过程中还将释放另一代谢产物

球滤过尿f Hb而非血浆f Hb的急性肾损伤是介导器官损

注射结合珠蛋白后，血循环中的f Hb水平显著下降
4

[30]

伤的罪魁祸首。当时，也认为只有肾脏才存在f H b介导
的损伤风险。有两种可能的机制被认为可以解释肾组

C P B下心血管 手术中循 环 游 离血 红 蛋白的
来源

织损伤进展和溶血之间的关系。第一，尿f Hb来源的游
离铁和血红素催化活性氧物质的产生，从而损伤肾小
管上皮细胞

[4 0]

。实际上，祛铁剂去铁胺的使用确实能

够减轻静脉注射f H b介导的大鼠肾小球及肾小管的功

心血管手术中溶血主要源于以下三条途径：CPB、
细胞回收系统（cell salvage system）和（大量的）红细
胞输注。

能障碍 [41]。类似的，当血浆铁蛋白浓度较低，血管内铁
清除能力的下降也与患者心血管术后的急性肾损伤有
[42]

CPB

。第二，肾小管超滤液酸性环境中f Hb的沉积和血

通 过 来自泵、管 道、连 接 插 件、插 管、贮 液器以

红素管型的形成也会阻塞小管腔，导致肾小球滤过率

及 氧合 器内的 湍流 和剪应 力，C P B 使 非致命 的 红 细

关

[40,43]

。给大鼠静脉注射f Hb后，如进一步碱化尿

胞损伤变得致命 [23] 。血液-空气接触、血液-非内皮表

液防止管型尿的形成，则可减轻肾小管损伤、改善肾小

面接触、管壁冲击力、使用正压和负压来帮助静脉流

的下降

球功能障碍

[40]

。

动、以及使用贮存心内吸引贮 液器，这些都可引起术

Reiter及其同事在20 02年发现的循环血浆f H b对

中溶血 [23,4 6 ,47 ] 。除了CP的组成部件以外，CPB时间也

NO的清除特性为溶血介导的器官损伤提供了一种全

被认为可以影响溶血程度，CPB的时间越长，红细胞

[24]

。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循环f H b在罹患镰状

的溶解 越多 [4 8 ] 。在经历较大 主动脉手术的5 4 例患者

细胞贫血、疟疾感染等慢性溶血性疾病患者并发症的

中，我们发现围术期总f H b的释放量与CPB的持续时

新的解释

病理生理机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4]

。此外，给予基

间有着明 确 且具 有统计 学 意 义 的 关 联，可作为上 述

于血红蛋白的携氧物质（主要由f Hb组成）所引起的不

现象的证据（未发表的数据；图1）。除了直接的红细

良反应也能通过f Hb对血管内NO的清除加以解释

[44]

。

胞溶解，C PB系统 还引起非致命性R BCs损伤 [49, 5 0] 。

自2002年以来，血浆f H b浓度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已

这 种 非致命 性R B C s 损 伤更 易于导 致 稍 后体内的 溶

经在许多临床或者动物实验中得到了证实。例如，在

血 [2 3, 51] 。这种非致命性受损R BCs的延迟溶解可以解

实验犬体内通过注射纯水导致溶血或者直接血管内注

释这些患者在CPB终止后血清中的f H b仍有持续增长

射f H b将引起 血管内NO的明显消耗和同时伴随的体

（未发表的数据；图2）。

循环血管阻力升高。上述作用可通过吸入NO得到改善
（这使得血浆f H b在肺内转化为生物活性相对较低的

细胞回收系统

高铁 血红蛋白分子），这也支持了f H b对NO具有清除

细胞回收系统技术是f H b的另一个来源 [52 , 53] 。洗

作用的观点 [25] 。在镰状细胞贫血患者动脉内注射NO

脱的机械损伤和自体血液的回输可使血浆f H b水平增

前体硝普钠后，前臂血流反应率与血浆内f H b浓度呈

高。尽管现代细胞回收系统可以洗掉大多数f Hb，但不

负相关[24,25]。

能区分完好的红细胞和受损红细胞，而后者稍后在体

我们通过观察发现，CPB辅助的主动脉大手术中
患者血浆f Hb水平与近端肾小管损伤显著相关，这也进

内更易出现溶解 [54]。这样，自体血液回输也可导致术中
血浆f Hb水平升高。

一步说明了血浆f H b在器官损伤发生发展中的潜在作
用[26]。另外，血浆f Hb的峰值也能很好地预测术后急性

红细胞输注

肾损伤的发生。围术期我们并未在尿液中检测到f Hb，

最后一 个潜在 的f H b 来源是 贮存 的红 细 胞 浓 缩

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尿f Hb并非在肾小管损伤发展

液。贮存红细胞可出现形态学上的不可逆性改变，比如

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26]

。而且，注射硝普钠后前臂血流反

降低细胞膜的变形能力、氧合力和携氧能力，此外，增

应率在血浆f Hb到达峰值时的降低程度要远大于血浆

加细胞的粘附性、聚集性，并积聚促炎症反应物质[55]。

f Hb正常水平时的程度。这一发现也进一步阐明了f Hb

这些改变被认为是导致输血及其不良后果的依据，这

介导 的术中组 织灌 注损 伤 的可能 原 理（未发 表 的 资

一现象引起了异源性红细胞用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

料）。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大鼠溶血模型中f H b可

争论。另外，血制品的储存期似乎是输血相关并发症和

以介导小肠微循环功能障碍和组织完整性的破坏

[45]

。

死亡的重要因素。Kock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 [55]，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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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总游离血红蛋白释放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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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C PB 时间和溶血程度的关系。来自54例经历C PB下胸腹
动脉瘤开放修复手术的患者 C PB维 持时间和总游 离血红蛋白
（f Hb）释放量（显示为曲线下的区域）的相关分析，显示出CPB
维持时间和血浆中游离血红蛋白释放量有显著关联（皮尔森 r =
（未发表的数据）。
0.33，P <0.05）

图2 体外循环（CPB）下胸腹主动脉瘤开放修复术中的溶血情
况。血浆中游离血红蛋白（f H b）水平在术中增长，且在术后早
期持续增长。这提示了CPB停止后红细胞仍有溶解。*表示与术
前相比较，P <0.05；***表示与术前相比较，P <0.001；#表示与
CPB结束时相比较，P <0.05； # #表示与CPB结束时相比较，
P <0.01（未发表的数据）。R ，再灌注。

可以消耗一氧化氮。游离血红蛋白水平与NO消耗量有
很强的关联性 [58] 。这个与输注红细胞相关的作用因此
心脏手术的患者输入“陈旧”血（储存时间>14天）的并

可能就变得很重要。大型队列研究中的心脏手术者的

发症发生率比输入储存时间≤14天的红细胞显著增高。

中位输血需求量为2个单位的浓缩红细胞 [55 ]，而在开

输入“陈旧”血同样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显著相关，并

放胸腹主动脉瘤手术患者中至少需要10个单位 [28] 。输

增加肾衰竭、败血症、脓毒症以及多器官衰竭的发生。

入2或10个单位红细胞分别使 血浆中的f H b水平升至

在另一项研究中，共有11 963例接受单纯CABG患者，

15 μmol/L和75 μmol/L。这个浓度与正常健康志愿者

输入红细胞是不良预后的最可靠的预测因素，且术后

的0.1～0.2 μmol/ L的f H b水平形成了显著对比 [24,58] 。

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与输血剂量相关[56]。我们认为，

除了从袋装红细胞中直接获得f H b，机体f H b 浓度也

红细胞溶解导致的高f Hb浓度，会通过清除NO引起微

可因为延迟的非致命性受损红细胞的溶解 而不断增

循环功能障碍，从而导致输血后发病和死亡。另外，作

加。最后，储存红细胞的另一个转归是，NO与细胞内

用于生存力较差的血细胞的剪切力可以导致输血中以

血红蛋白结合，形成亚硝基血红蛋白（S -n it rosylated

及输血后额外的f H b增高。为了研究袋装红细胞的直

h e m og lo bi n，S NO - H b），被 迅 速消耗。含S NO - H b

接溶血程度，我们随机选取了60个输注红细胞单位血

的红细胞可以在低氧的情况下通过释放NO来扩张血

袋（330 ml/U），并通过分光光度法 [57] 测量了f Hb的水

管。事实上，红细胞介导扩血管的能力随着SNO -H b

平，袋装红细胞上清液的f Hb平均值在36±2 μmol（均

的消耗显著下降。在犬类动物研究中，通过暴露在水

值±SEM），提示存在严重溶血。而且，储存期与f H b

化的NO下复原SNO-Hb，可以恢复输注红细胞扩血管

水平显著相关（未发表的数据；图3）。这种相关性意

的能力，并且改善心脏血流量 [59]。

味着输入，尤其是长期袋装存储的红细胞可以导致在
心血管手术中使用CPB的患者的额外循环f H b增加。
最近报道输入袋装红细胞确实可以提高人体中f Hb水

减轻血浆游离血红蛋白清除NO后不良作用的
治疗选择

平，每单位红细胞可以提高7.5 μM游离血红蛋白[58]。
重要的是，含有f Hb分子的袋装红细胞的上清液，确实
6

对循环系统中fHb清除NO能力的发现开启了以慢性

的消耗。在犬溶血模型中，吸入NO可以减弱f Hb对肺部
及全身血管的缩血管效应[25]。对于镰状细胞疾病患者，
在急性血管闭塞期以80 ppm吸入NO1.5小时可以减轻
疼痛，并减少血浆NO消耗，增加高铁血红蛋白水平，这
上清液fHb（M）

表明f Hb被氧化 [24]。此外，患有镰状细胞疾病的儿童以
80 ppm吸入NO 4个小时并没有任何毒性反应，比如低血
压、临床上动脉血氧测定法测定氧合作用明显下降、高
铁血红蛋白明显升高或者NO毒性聚集[63]。即使对镰状
细胞疾病患者持续以40 ppm吸入NO 3.2天也未观察到
不良反应，并且可以显著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状况 [64]。最
后，20 ppm NO与普通呼吸构成的混合气体可以减少右
心室负荷和防止发生右心衰，从而对于有肺血管高压的
心脏手术患者将是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法[65,66]。另外对于
f Hb的氧化，吸入NO气体也可导致相对稳定的NO团块
存储时间（天）

图3 输血用袋装红细胞存储期与其游离血红蛋白（f H b）水平
的关系。在心血管手术中使用袋装红细胞输血的患者（n = 60）
中，研究显示袋装红细胞存储期与f Hb浓度有显著相关性（皮尔
森r ＝0.43，P <0.001）。这些数据显示，延长存储期可导致更多的
红细胞受损，与之伴随的是更多的f Hb输入患者体内（未发表的
数据）。

溶血为特征的疾病（如镰状细胞贫血和疟疾[60]）治疗新
领域的研究。本文将阐述一些我们认为对急性溶血期患
者，如发生在心血管手术中的有价值的治疗策略（表1）。

在肺形成。一些在血管内具有较长半衰期的NO载体，比
如亚硝酸盐，可以增强NO在血液中运输，并减轻NO吸
入对肺外的影响[67,68]。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吸入NO将是
减轻在心血管病患者手术中fHb相关的NO清除的负面影
响的一种极有前途的、简便适用的治疗选择。最理想的
状况是，吸入NO的浓度可以根据术中fHb测量值而做相
应的调整。在我们中心，测量fHb是常规操作。
亚硝酸盐的补充
另外一种有希望用于治疗用途的是亚硝酸根负离子
（NO 2 -），其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氧化氮的惰性氧

最直接的治疗方法（经血管）是使用NO，因为其在

化产物。然而，最近的研究已经证实，亚硝酸盐复合物

生物体内极短的半衰期（0.05～1.8 ms）而受到了极大的

的存在减少了亚硝酸盐向NO转化的途径，所以可以认

阻碍 。因此，f Hb的灭活或者增加NO供体池都有可能

为亚硝酸盐是NO的重要供体[62,69,70]。而且，亚硝酸盐能

降低溶血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我们主要着

够氧化血浆f Hb，可能限制了f Hb清除NO的能力[71]。亚

重于3种可能的治疗干预措施（图4）：NO吸入，补充亚

硝酸盐通过酶和非酶的途径减少，这些途径包括了（游

硝酸盐，注射结合珠蛋白。我们认为，这些治疗选择都

离的）脱氧血红蛋白与脱氧肌红蛋白，黄嘌呤氧化还原

是目前为止与临床最接近的。另外，我们讨论3种试验

酶类，质子类，抗坏血酸盐以及多酚类 [62]。这个过程在

性治疗方案：补充精氨酸和瓜氨酸、吸入CO和内皮素受

低氧分压和低pH值的时候是最为明显，因此在缺氧的

体阻断剂。如果想更全面地讨论慢性溶血疾病的治疗

时候优先发生 [70,72,73]。这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性，由于

方案，我们推荐读者阅读Kato和Gladwin [60]、Lundberg

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在低氧分压的时候是会受到很大

[61]

及其同事

[62]

的相关文章。

程度的抑制。在镰状细胞性贫血的成人患者中，从肱动
脉输注0.4 μmol/L，4 μmol/L和40 μmol/L不同剂量亚

一氧化氮吸入

硝酸盐能够使前臂血流量增加77%，且这一增加呈剂量

血浆f Hb在血管内转换为低生物活性分子，是减少

依赖性[75]。而在犬溶血疾病模型中，亚硝酸钠盐增加血

f Hb浓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的一种非常有趣的选择。吸

流量的机制与之相似[76]。除此之外，亚硝酸盐的血管扩

入NO气体可以通过肺部的氧化作用使f Hb转化为高铁

张效用已经被证实在多个缺血再灌注动物模型的肝脏、

血红蛋白，而高铁血红蛋白不会清除NO，减少血浆中NO

心脏以及脑等器官中发挥着有效的细胞保护作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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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减少心血管患者术中溶血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的治疗选择
治疗方案

主要作用机制
氧化及灭活肺循环f Hb，减少NO清除

吸入NO

可行性

相关文献

已经应用在镰状细胞疾病及接受心

Reiter 等 [24]

脏手术的患者

刺激肺内NO供体形成，提高NO生物利用度

吸入的浓度和持续时间还有待研究

Minneci等 [25]
Kato等 [60]
Cannon等 [67]

补充亚硝酸盐
（口服，经静脉，吸入）

亚硝酸盐已经成功应用到实验室条件

在减少时可作为NO供体，尤其在低氧和低
pH时

下的镰状细胞疾病患者
准确的浓度、持续时间以及给药途径

通过低氧时扩血管调节细胞保护，并减少活
性氧物质的生成

还有待研究

Lundberg等 [62]
Shiva等 [69]
Piknova等 [71]
Minneci等 [76]

氧化f Hb，从而减少NO的清除
给予结合珠蛋白

天然的f Hb清除剂

目前治疗费用阻碍其临床应用

加速f Hb被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摄取，加速

结合珠蛋白可能不会限制f Hb对NO

肝内降解

的清除

Lim等 [81]
Azarov等 [82]
Boretti等 [83]

限制肾脏对f Hb的滤过作用
补充精氨酸和瓜氨酸

Tanaka等 [30]

加强底物的运输，以供NO氧合酶介导的NO

精氨酸仅用于10例镰状细胞贫血患

生成

者的试验性治疗

Morris等 [86]
Luiking等 [88]

给予精氨酸和瓜氨酸的浓度和持续
时间仍然未知
吸入一氧化碳

调节血管紧张度，低浓度时可介导血管舒张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类心脏手术适用

减少促炎性反应

Belcher等 [33]

条件的数据

相对无活性，也不会产生活性氧物质
内皮素受体阻滞剂

限制内皮素-1诱导的缩血管效应（内皮素会

仅实验用于小鼠镰状红细胞病模型

Sabaa等 [90]

引起血管收缩）
NO，一氧化氮；f Hb ，游离血红蛋白。

这种通过亚硝酸盐介导的细胞保护作用迄今还没有明

的使用和适用人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确，但可以认为有双重作用机制。首先，如前所述，亚硝
酸盐能够使缺氧血管扩张。其次，亚硝酸盐能够使线粒
体电子传递链上的复合体-I亚硝基化，从而在再灌注过
[69]

结合珠蛋白的给予
作为f Hb生理学上的清道夫，给予结合珠蛋白来减

。考虑到这

少f Hb的浓度似乎更符合逻辑。结合珠蛋白以f Hb为靶

些特性，亚硝酸盐已经被认为在不同的疾病中具有治疗价

点在肝脏的单核细胞以及巨噬细胞中降解。此外，结合

值，这些疾病包括镰状细胞疾病、卒中、心肌梗死以及器

珠蛋白通过保护肾小球过滤来减少f Hb介导的肾损伤。

官移植。然而，亚硝酸盐全身治疗的最佳剂量尚未得以明

心脏手术中f H b水平的增加与结合珠蛋白总量的耗竭

确。有趣的是，亚硝酸盐在低血浆浓度中（<200 nmol/L）

相联系[30]，并且增强了血浆清除NO的能力。实际上还发

作用更强，而在高血浆浓度（＞1000 μmol/L）中丧失作

现，结合珠蛋白基因敲除的小鼠对苯肼介导溶血反应的

程中抑制其活性并减少活性氧物质的生成

[78,79]

。此外，据报道氧合f Hb（与非氧合f Hb相对比）

副作用更加敏感[81]。与结合珠蛋白阳性小鼠相比，基因

与亚硝酸盐之间的反应能够引发一个自动催化的自由基

敲除小鼠的肾脏DNA损伤显著升高，肾小球滤过率（由

用

[80]

[71]

氚标记的菊粉检测反映较差的肾清除率）明显降低。有

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这种血浆中自由基形成的

趣的是，血管扩张剂的使用使肾小球的滤过率得到恢

过程在亚硝酸盐药物剂量低于120 μmol/L以及f Hb临床

复，意味着肾血管收缩在溶血介导的急性肾损伤中起

相关水平（30 μmol/L）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总之，

主要作用。这也支持了血浆f Hb清除NO的作用机制。而

我们认为亚硝酸盐对于接受心脏手术患者的溶血相关

且，在接受心脏手术的血浆f Hb水平超过2.3 μmol/L的

性并发症具有潜在的预防和治疗作用。然而，最佳剂量

患者中给予结合珠蛋白能够减少肾小管损伤[30]。然而，

反应链，导致不必要的氧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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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knova及其同事

fHb来源

治疗选择

疗效

CPB
口服或静脉补
充亚硝酸盐

NO吸入

血管舒张
fHb 无活性和（或）NO补充

溶血
输注红细胞

fHb仍能清除NO

细胞回收系统

Hp-Hb复合体

fHb清除和（或）NO补充

CD163

皮质类固醇介导
结合珠蛋白合成

单核细胞
循环中
结合珠蛋白

直接静脉注射
结合珠蛋白

血管舒张功能减退

降解

图4 CPB心血管手术中血浆游离血红蛋白（f Hb）的潜在来源和影响以及减少溶血介导的器官损伤的治疗策略。在心血管手术中的血
管内溶血可以归结于：CPB、输注红细胞以及血液回收机的使用（左）。红细胞溶解导致循环血浆中f Hb水平升高（橙色方块）。在生
理情况下，f Hb被清道夫结合珠蛋白快速清除。结合珠蛋白-血红蛋白（Hp-Hb）复合体与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所表达的CD163相结合
并启动细胞吞噬以及降解（图中部以及底部）。结合珠蛋白是不可回收的，大量的溶血会快速消耗掉所储存的结合珠蛋白。没有被结
合的f Hb能够结合循环中的一氧化氮（NO）从而限制其生物活性。高水平的f Hb以这种方式来增加循环血液中一氧化氮的消耗，从
而造成类似NO缺乏引起的血管舒张功能减退。血管舒张功能的减退进一步造成组织灌注不足从而发展为器官损伤及功能障碍（图
右侧及底部）。这种f Hb所造成的副作用可能通过提高结合珠蛋白水平以消耗f Hb，或者通过增加一氧化氮供体池来提高NO生物活
性来消除。结合珠蛋白可以通过静脉给入，或者通过上调皮质类固醇水平来增加结合珠蛋白的合成（图中央，底部）。而NO供体池可
以通过口服或者静脉给予亚硝酸盐来增加，其能够在低氧分压或者低pH值时氧化为NO。吸入（或者通过CPB人工膜肺给予）NO能
够使肺循环中f Hb转化成为无活性的高铁血红蛋白（metHb，图中，上部）。在心血管手术中可以通过清除f Hb或使其失活，并且通过
给予NO的这种方式来防止血浆f Hb的副作用（图右顶部）。

结合珠蛋白这种正面作用归因于尿中f Hb水平降低以及

同时还能够防止因输注f Hb所致的平均动脉压升高，产

随后肾脏氧化损伤的弱化。

生这种结果最有可能是结合珠蛋白对f Hb清除所引起

给予结合珠蛋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治疗选择，但

的 [83] 。这一发现使人们对心血管手术时使用皮质类固

其临床应用可能有所受限。首先，最近在体外研究中已

醇是否有用的长期争论有了新认识 [84,85]。总之，结合珠

经证实，血红蛋白-结合珠蛋白复合体与f H b具有相同

蛋白能够有效减少因小管内f Hb毒性引起的肾损伤，然

的清除NO的能力。尽管f H b与结合珠蛋白结合后可使

而，其清除NO的作用可能受限。

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对其摄取率增加两倍（因此丧失
清除NO的能力），但是增加的摄取率是否影响NO的
生物利用度仍值得质疑

[82]

其他可能的治疗方式

。其次，用于生产目前临床应

我们认为吸入NO以及补充亚硝酸盐将成为有前景

用所需的结合珠蛋白的大量花费限制了其广泛使用。

的治疗干预措施，因为两者都能够在心血管手术这种

Boretti及其同事 [83] 最近提出结合珠蛋白的启动子基因中

急性情况下成功应用。虽然其他治疗改良方案对存在

包含糖皮质激素反应元件。连续3天每天2次给予4 mg/kg泼

急性溶血事件发生风险的患者也具有价值。

尼松，可使犬体内的血浆结合珠蛋白水平增至6倍

[83]

。

补充精氨酸和瓜氨酸 用于NO合成的天然氮供体是L-

更重要的是，糖皮质激素在刺激犬结合珠蛋白合成的

精氨酸，而补充精氨酸能够提高NO的生成。在10例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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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细 胞 性 贫 血 以 及 肺 动 脉 高 压 的成 人 患 者 中 给 予
0.1 g / kg剂量的精氨酸每天3次，连续治疗5天，结果
发现 肺动脉收 缩压 显著降 低（15. 2%），这意 味 着血
管扩张 [86 , 87 ] 。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方法是给予作为新生精氨酸合
成底物的瓜氨酸。有学者曾指出在高的精氨酸1的水平
下，如果发生溶血，补充瓜氨酸可能恢复细胞内的精氨
酸平衡并且促进NO生成 [88] 。但是，人们尚不清楚，补
充精氨酸或瓜氨酸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心血管
手术中急性溶血的患者。
吸 入CO CO产生于由HO-1介导的f Hb血红素环断裂的
过程。小流量（≤250 ppm）吸入CO被证实在镰状细胞小
鼠模型中可以减少血管堵塞。CO甚至模仿NO的部分功
能，如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活化，调节血管张力，减轻促
炎症反应[33]。NO能与血管内活性氧反应形成过氧亚硝
基阴离子（ONOO -）[89]，与其相比，CO相对惰性。因此
有学者提出，CO在治疗溶血性疾病方面比NO更有效，
但是这种假说在人体研究中还没有得到证实。
内皮素受体阻断剂 内皮素-1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血管
收缩剂，其分泌受到NO的抑制。因为溶血而导致NO生
物活性的降低打破了这种负反馈平衡，从而引起内皮
素-1 水平的升高以及血管收缩。小鼠镰状细胞模型提
供了内皮素受体阻断剂有利于肾脏血流量，炎症反应，
以及肺和肾脏的血管充血的证据 [90] 。CPB可以引起促
炎症反应，内皮素受体阻断剂能够减轻炎症反应的性
质对于接受CPB的患者来说有额外益处。然而，由于人
体和镰状细胞的动物模型的不同，进一步研究确定这
种短效的内皮素受体阻断剂能否在这个过程起作用是
非常必要的。
总之，有若干个治疗策略来减少由于急性溶血导致
的患者体内血浆f Hb升高所带来的副作用。而造成急性
溶血性疾病的原因包括了接受CPB手术、创伤、需要长
时间的CPB支持（例如ECMO或者血液透析）[91,92]。

心血管手术中溶血介导器官损伤：总结及展望
如上所述，CPB期间的溶血作用会造成潜在的不良
反应。血浆f Hb对NO的清除作用导致CPB中不良反应的
发生，例如灌注不足以及缺血再灌注损伤，因此进一步
阻碍了组织灌注，导致器官损伤以及功能障碍。这些发
现使人们对CPB心血管手术中器官损伤的病理生理学
机制以及预防措施有了新认识（图4）。

结论

CONCLUSIONS
Evidence is mounting that enhanced circulating levels of
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血液循环中血浆f
b水平
plasma
fHb are detrimental,
not only in theH setting
升高是有害的，
这不仅仅是在慢性溶血性疾病，
of chronic hemolytic
diseases but also in the acute而且在
setting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The
fHb-induced
perturbations
心血管手术这种急性情况下也是如此。f Hb首先干扰微
in microcirculatory blood flow and subsequent hypoperfu循环血液流动，随后出现灌注不足甚至缺血损伤，而尿
sion or even ischemic damage, complemented by urinary
ffHb–induced
Hb诱导氧化应激反应引起肾组织细胞的补体激活，
oxidative stress to renal tissue cells, should 应
be
acknowledged a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organ injury
该被认为是心血管手术患者器官损伤发展的一个重要
development患者在承受这个手术过程中会增加术后器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ovascular surgery.
危险因素。
Patients undergoing such procedures are at increased risk
官损伤发生的风险，
可能导致患者预后不良。
而循环中
for development of postoperative
organ injury, with
correworse patient outcomes. Circulating fHb appears
fspondingly
Hb的出现可作为监测器官损伤进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to be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in organ injury development,
也为降低这些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提供了
which offers a new therapeutic opportunity to reduce postop盐或者
一个
新的治疗时
机。NO的吸入，
给 予亚硝酸
erativ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f these
patients. Interven结合珠蛋白的干预治疗研究应该建立在血浆f
Hb、
NO
tional studies with NO inhalation, nitrite supplementation,
[25,30,93,94]
or haptoglobin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performed。此
to
的生物利用度以及器官损伤的因果联系上
establish the causal links among plasma fHb, NO bioavail外，这些干预治疗研究还为改善患者预后提供有价值
ability, and organ injury in this particular setting.25,30,93,94
的信息。
最后，
f Hb在患者器官损伤发生发展中所扮演
Furthermore,
such
interventional studies will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这些患者既包括接受心脏手术
improvement of patient outcome.
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Finally,
the
role
of
fHb
in organ injury development
is
的患者，还包括其他溶血发生风险的患者，
比如创伤患
of importance not only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者、
血液透析患者以及需要长期体外氧合或者体外生
cardiovascular
surgery but also for other patient groups at
命支持的患者。
risk for hemolysis, such as patients with trauma, patients
undergoing hemodialysis, and patients requiring long-term
extracorporeal oxygenation or extracorporeal life-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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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适于外管道Fontan循环的肺动脉指数下限

目的：在分期Fontan手术时代，肺动脉指数过低（<250 mm 2/m 2）并不是影响早期和中期结果的主要因素。然而，
目前肺动脉指数下限并未确定。本研究建立Fontan循环的数字模型以确定肺动脉指数的安全下限。

方法：通过17例外管道Fontan手术患者的术后造影结果，建立不同肺动脉指数（50～200 mm 2/m 2，以10 mm 2/m 2为
基本单位递增）的三维构型。通过磁共振成像流体模型研究，确定上下腔静脉在静息及两种运动状态下（运动量
分别为0.5 W/kg和1.0 W/kg）的血流参数。通过有限元算法进行呼吸驱动瞬间血流分析。根据以上结果，计算能耗
和下腔静脉平均压。

结果：肺动脉指数低的模型内，特别是在运动状态下，能耗和下腔静脉平均压均显著增高。在静息状态下、下腔静
脉压小于17 mmHg时，肺动脉指数安全下限为80 mm 2/m 2；在运动量为0.5 W/kg和1.0 W/kg条件下，肺动脉指数安
全下限分别为100 mm 2/m 2和110 mm 2/m 2。随着肺动脉阻力的增加，下腔静脉平均压增加，但血流模式没有变化。

结论：在Fontan循环中，细小肺动脉将造成肺动脉和人工管道间较高的压力阶差，从而引起能耗过高现象。在考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2:127-35）
虑运动耐量因素的前提下，肺动脉指数的安全下限为110 mm 2/m 2。

对于单心室患者，Fontan手术是常用术式。自1971年

高，中心静脉和肺动脉压差增加将反射性引起运动耐量

该术式问世以来，Fontan手术历经数次改良，其中包括

降低。目前尚无报道证明肺动脉管径小将会增加Fontan

心房内通路术以及开窗式Fontan手术

[1,2]

。与其他Fontan

手术相比，全腔Fontan手术（包括外管道Fontan手术）从
理论上讲具备如下优点：房性心律失常发生率低、操作
[2]

简单 。据文献报道，外管道Fontan手术亦可在中期随
[2]

访中保持血流动力学稳定 。
一 般 认 为，肺血管床 的条 件 是 考虑 Fo n t a n 手术

很多报道采用计算机建立Fontan循环的血流动力
学流体模型，对Fontan术式的血流动力学特点和能耗情
况进行了研究[8-19]。由于Fontan术后基本生理特点是静
脉回流失去了心室的驱动，因此既往流体动力学模型均

。但 近期一些报 道指出，肺动脉

假设肺血流是非搏动血流 [8-17]。然而，临床观察却发现

指数（pu l mon a r y a r t e r y i ndex，PA I）或Na k at a指

Fontan术后静脉回流的动力主要源于呼吸运动[20,21]，因

数 [2] <250 mm 2/m 2不是影响Fontan手术早期或中期疗效

此又称这种动力驱动为“呼吸泵”[20,21]，提示在吸气时

的因素 [5-7]。然而肺动脉管径过小将引起中心静脉压增

将肺血流吸入肺内。因为活动耐量降低是Fontan术后最

的重要因素之一

[1, 3, 4]

手术风险。不仅如此，当前针对Fontan手术的肺动脉管
径安全下限尚未确定。

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因此既往文献详细探讨了Fontan术
后患者在静息和运动状态下，上、下腔静脉血流动力学
和呼吸幅度波动之间的关系[20,21]。这些研究证实，吸气
时肺动脉血流增多对于Fontan术后患者生理情况具有
重要影响[2]。
根据运动耐量和肺动脉阻力确定呼吸幅度的上下
限之后，我们建立了外管道Font an术血流动力学的数
字模型。本研究旨在应用这一模型，明确适于外管道
Fontan循环的PAI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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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下腔静脉和肺动脉。

缩略词
体表面积
计算机流体动力学模型
下腔静脉
磁共振成像
肺动脉指数
肺动脉阻力
上腔静脉

资料和方法
解剖学资料
选取本院17例接受外管道Fontan术患者的心血管
造影资料，建立理想的外管道Fontan术三维立体构型。
于Fontan术后1年常规对患者进行心血管造影。造影前
均获得患者家属签署的知情同意书。
在建立立体构型过程中，考虑到某些情况下外管
道摆放位置影响血流路径，因此排除合并apicocaval
juxtaposition畸形或在Fontan术前接受双侧双向格林术
的患者。患者平均年龄为36.0±32.0个月，平均体表面积
为0.53±0.16 m 2。
以下参数通过造影资料确定：上、下腔静脉直径、右
肺动脉长度（上腔静脉吻合口中心与右肺动脉第一分叉之
间的距离）、左肺动脉长度（上腔静脉吻合口中心与左肺
动脉第一分叉之间的距离）、外管道长度、外管道轴偏移
度（外管道轴与下腔静脉轴的水平距离，图1A）。下腔静
脉直径在肝静脉汇入口之上进行测量。由于入选患者的左
右肺动脉直径相差很小（右肺动脉直径：9.71±2.69 mm；
左肺动脉直径：9.55±1.79 mm），因此本研究假设左右肺
动脉直径相同。将PAIs设定在50～150 mm 2/m 2条件下建
立模型计算流速和压力变化模式，并以PAI=10 mm 2/m 2
为基本单位递增。在PAI=150 m m 2 /m 2 之后，直接增至
PAI=200 mm 2 /m 2建立模型。17例患者左右肺动脉平均
直径为9.6 mm（相当于PAI=273.0 mm 2/m 2）。PAIs测量
部位在造影图片所示左右肺动脉的第一分叉处。
我们假设人工管道与肺动脉的吻合口定位在距上
腔静脉格林吻合口1个上腔静脉半径的位置。既往的流
体力学模型表明，这样的定位可以达到能耗最小同时避
免左右肺血流不均衡 [9-11]。与外管道Fontan术测到的血
管造影侧面观相同，由于上下腔静脉在造影片上与管道
形态相似，因此我们假设上下腔静脉前后径相同。根据
既往数字模型经验，16 mm人工管道达到理想的能耗和
血流稳定状态[19]，因此我们在术中选择16 mm人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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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模拟
通过计算机模拟，将Fontan三维立体构型分割成网
格图。计算机模拟技术已在本课题组既往工作中有所描
述[19]。根据血管直径确定网格密度以确保不同大小的血
管图像具有相同的网格数，网格质量由“等角偏移度”
确定，公式如下：max[(θmax 60)/120，(60θmin)/60]，
其中θmax 和θmin为两两网格单元之间的夹角。所有网格
单元等角偏移度不超过0.85。通过逆向Euler技术进行
呼吸幅度波动的非稳态瞬间模拟。首先假定流体符合
牛顿非压缩流体模型，并符合以下流体力学特征：密
度ρ=1060 kg/m 3、粘滞度μ=4.0×10 -3 kg/(ms)，然后应
用有限元解析软件FIDAP 8.7.4（Fluent Asia Pacific，
Tokyo，Japan）进行Navier-Stokes公式计算。每个阶乘
中流速的收敛标准为残余量的10 -4，共轭残余量和二乘
共轭梯度系统的收敛标准为残余量的10 -6。

边界条件
确定由呼吸驱动、随时间变化的血流变化边界条
件。设定上下腔静脉前向流速。在静息状态和两种运动
强度下（0.5 W/kg和1.0 W/kg），上下腔静脉平均血流速
度通过Hjortdal及其同事[21]介绍的磁共振成像方法测量
得出。以平均呼吸流速为基线值，血流分别在吸气相和
呼气相出现三角形曲线的上下波动。血流随呼吸变化模
式如图1B所示。
在3个压力条件下（11 mmHg，14 mmHg，16 mmHg）
设定流出肺动脉血流的边界条件，在吸气时，上述压力
会降低20%（图1B）。当假定心房静水压等于5 mmHg且
肺动脉阻力通过肺动脉平均流速以及肺动脉心房间压
差测得时，上述3个压力条件分别等价于3个肺动脉阻力
（1.2 Um 2，2.0 Um 2，2.6 Um 2）。标化肺动脉阻力通过以
下公式得出：标化肺动脉阻力=肺动脉心房压差/肺动脉
平均流速×体表面积。为避免高估管径小的肺动脉对整
体模型的影响，本研究未设定流出肺动脉血流的边界扩
展条件。肺动脉壁假定为刚性且摩擦系数无限大。

能耗和平均下腔静脉压
我们使用能 耗 和平均下腔 静脉压 来评 价流 速效
率，能耗公式如下[8-19]：

其中 （ui）为流体三维流速向量，P 为静水压，ρ

上腔静脉、下腔静脉血流

PAI
50~200 mm2/m2

肺动脉压

呼气相

吸气相

图1 A，外管道Fontan手术立体构型。应用17例患者各参数平均值构建立体构型。构建立体构型前，假设左右肺动脉直径
相等，在不同PAI（Nakata指数）条件下构建模型。PAI范围从50到200 mm 2 /m 2，并以PAI=10 mm 2 /m 2为基本单位递增。
以双侧肺动脉直径平均值作为模型的肺动脉直径，肺动脉直径=9.6 mm相当于肺动脉指数（PAI，Nakata指数）=273 mm2/m2。
人工管道在肺动脉吻合口的定位在距上腔静脉格林吻合口中心约1个上腔静脉半径的位置。人工管道弯曲度假定为：人工
管道轴线相对于下腔静脉轴线偏移6.6 mm。B，边界条件随时间的变化图：根据既往磁共振成像资料数据确定上下腔静
脉血流参数[12]。双侧肺动脉压根据设定的肺动脉阻力确定，肺动脉阻力假设为1.2 Um 2，2.0 Um 2和2.6 Um 2。

为血液密度。公式描述了血管壁和流动液体接触面的特

呼气相均可在肺动脉或接近肺动脉处探测到加速血流

征，n i 描述接触面的法向向量。

（图2）。PAI=120 mm 2 /m 2 模型内，呼气相的肺动脉血

实际上，液体 流 入 和 流出过 程 总能 耗 遵 循 如下

流加速度减慢，但在吸气相仍有加速血流（图2）。随着
PAI继续增加，吸气相和呼气相的肺动脉血流加速度均

公式：

减慢（图2）。
我们还计算了不同PAI值以及不同边界条件下，一
个呼吸周期中下腔静脉平均压。

在管径较小的肺动脉，人工管道和肺动脉间压差增
高。在PAI=50 mm 2/m 2模型内，吸气相和呼气相的中心静
脉压均极度增高（图3）。在吸气相，静脉血流速度增加，肺

结果

动脉压力降低。随着PAI增加，呼气相人工管道和肺动脉
间压差降低速度高于吸气相；继而PAI进一步增加，吸气

每一种模型流速分析结果如彩图2、4所示。箭头提

相人工管道和肺动脉间压差降低速度高于呼气相（图3）。

示血流方向，不同色阶提示不同的流速值。彩图3显示
每种模型压力分布。

运动状态下的血流和压力
运动状态下，下腔静脉流速和血流波动均增加[21]，

在静息状态下、肺动脉阻力1.2 Um 2 条件下不同
PAI模型的流速和压力变化

在本研究的模型中，静息状态下，人工管道血流量随着

静息状态下，PAI=80 mm 2 /m 2 模型内，在吸气相和

型内，吸气相和呼气相均可探测到肺动脉内加速血流。

流速的增加而增加（图4）。即使在PAI=150 mm 2 /m 2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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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静息状态下、Rp 1.2 Um2条件下的血流

呼气相

吸气相

呼气相

吸气相

呼气相

吸气相

图2 在静息状态下、Rp 1.2 Um 2条件下，不同PAI二维构型的血流特征。箭头方向表示血流方向，不同色阶表示不同流
速。在低PAI模型中，探测吸气相和呼气相的血流加速度。

相对于静息状态血流值，平均下腔静脉压和能耗使血

和平均下腔静脉压显著增加，这种现象在低PA I模型

流进一步加速。

内尤为明显（图5A和B）。与平均静脉压低于17 mmHg
条件相比，当平均静脉压高于17 m m Hg，能量扩散更

在静息状态肺动脉高压情况下的血流和压力
随着肺动脉压力增高，平均下腔静脉压和整个Fontan
系统内压力均增高。然而，能耗和血流模式无改变。

为显著。
因此我们将下腔静脉压=17 mmHg设定为临界点。
当下腔静脉压低于17 mmHg且Rp=1.2 Um 2 时，静息状
态下PAI下限为80 m m 2 /m 2；运动量为0.5 W/ kg状态

PAI下限

下，PAI下限为100 mm 2/m 2；运动量为1.0 W/kg状态下，

随着肺动脉管径减小，能耗显著增加。同时，平均

PAI下限为110 mm 2 /m 2。当下腔静脉压高于17 mmHg

下腔静脉压也增加（图5）。随着运动量的增加，能耗

且Rp=1.2 Um 2 时，静息状态下PAI下限为80 mm 2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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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静息状态下、Rp 1.2 Um2条件下的压力分布图
PAI 50 mm 2 /m 2

PAI 70 mm 2 /m 2

呼气相

PAI 90 mm 2 /m 2

呼气相

吸气相

吸气相

PAI 110 mm 2 /m 2

呼气相

呼气相

吸气相

吸气相

图3 在静息状态下、肺动脉阻力1.2 Um 2 条件下的压力分布。压力阶差通过色阶表示。在低PAI模型中，吸气相和呼气
相中心静脉压均显著增高。

Rp=2.0Um 2状态下，PAI下限为90 mm 2/m 2；Rp=2.6 Um 2

小于250 mm 2 /m 2患者术后死亡率无显著差异。Brides

2

及同事[5]报道的术后存活患者中，PAI最小为48 mm 2/m 2

2

状态下，PAI下限为100 mm /m （图5C）。

（而在该研究中，PAI=68 mm 2 /m 2 的患者术后死亡）；
G i r o d及同事 [6 ] 报 道 的术后存 活患 者中，PA I 最 小为

讨论

188 m m 2 /m 2 ；Ad ach i及同事 [7 ] 报道的术后存活患者
自从1971年Fontan手术问世以来，肺动脉管径小一

中，PAI最小为104 mm 2 /m 2 。根据Brides等报道 [5]，对

直被认为是手术禁忌证 [1]。继而，确保Fontan手术成功

于细小肺动脉患者，术中使用移植补片将主肺动脉至左

[3]

的最小肺动脉管径被确定下来。Nakata及同事 将PAI

右肺动脉第一分叉广泛加宽。基于临床证据，PAI小于

（Nakata指数）定义为两肺动脉横截面积之和除以体

100 mm 2/m 2患者术后中期疗效仍不明确。

2

2

表面积，并提出PAI大于250 m m /m 的条件下才能安

本研究试图在考虑运动耐量的条件下，探讨适于外

全实施Fontan手术。Fontan及同事 [4]则认为McGoon比

管道Fontan循环成功手术的PAI下限。由于肺动脉极端

值大于1.8（相当于PAI ≥ 200 mm 2 /m 2）是Fontan手术

细小（本研究17例患者中，PAI最小为136 mm 2 /m 2）的

安全实施的下限。然而，随着手术技术和围术期管理

患者在临床中很难获得，本研究建立了理论模型对这

水平的提高，一些学者

[5-7]

2

2

发现PAI大于250 mm /m 和

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揭示血流和压力分布情况。Fontan
17

运动量1.0 W/kg、Rp 1.2 Um2条件下的血流

呼气相

呼气相

吸气相

吸气相

呼气相

吸气相

图4 运动量1.0 W/kg、肺动脉阻力（Rp）1.2 Um 2条件下的PAI二维构型的血流特征。下腔静脉流速增加。在运动状态
下，吸气相和呼气相血流加速度显著高于静息状态，这种现象在低PAI模型中更为明显。

术后最核心的生理改变为，肺血流是由“呼吸泵”驱动
的非稳定血流

[20,21]

。当探讨运动状态下Fontan循环时，
[20,21]

呼吸波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运动状态下呼吸泵功

能提高，下腔静脉流量和血流波动的增加大于上腔静
[19,21]

的肺动脉相当于阻力血管。此时下腔静脉压的增加比
肺动脉压的下降更显著，造成压力进一步增高。另一方
面，当PAI大于90 mm 2/m 2 时，肺动脉压力可以分散至中
心静脉。

。本研究结果也发现随着肺动脉管径减小，能耗

考虑到公式1，由于Fontan循环是低压、低流速系

呈非线性增加，同时压差增加，运动时尤为明显。本研

统，较之人工管道和血流参数，能量损耗更依赖于压力

究呼吸波动模型揭示了当肺动脉过于细小时，Fontan血

变化。根据Pek kan等 [15] 既往报道，小血管内压差改变

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机制。随着PAI降低，吸气相肺静脉

将消耗大量能量。Leval [9]、Bove [12] 等的报道支持上述

压力高于呼气相压力（图3）。静息状态下且肺动脉阻力

观点，即Fontan吻合口部位进行补片加宽管径将降低能

脉

2

2

=1.2 Um 时，压力分布结果提示，PAI小于70 mm /m
18

2

耗。能耗过多将影响远期手术结果 [8]。根据我们的计算

静息

能耗（mW）

平均下腔静脉压（mmHg）

静息

PAI (mm2/m2)

平均下腔静脉压（mmHg）

PAI (mm2/m2)

PAI (mm2/m2)

图5 在不同边界条件下、不同PAI模型中的能耗和平均下腔静脉压。AvPAI 指本院Fontan循环中17例患者的平均肺动
脉指数。A，在静息状态下和两种运动强度下的能耗和平均PAI。B，在静息状态和两种运动强度下的平均下腔静脉压
和PAI。C，在3种肺动脉阻力（Rp）条件下的平均下腔静脉压及PAI。D，不同PAI的模型简图。PAI ，肺动脉指数。

结果，PAI小于110 mm 2 /m 2（PAI下限）时，Fontan循环
将由于高能耗、高压差而出现衰竭。

既往已有关于细小肺动脉的Fo nt a n循环 理论模
型

[2 2 -2 4]

。然而，既往模型均未将呼吸因素考虑在内。

近期报道的CFD模型可以通过核磁或计算机断层

Senzaki等 [22] 提出PAI小于100 mm 2 /m 2 的患者循环阻

技术对不同患者血流三维构型进行精确重建[8-19]。本研

力显著增高。在上述研究模型中，傅立叶级数展开的基

究未重建不同患者个体模型，这是因为本研究目的在于

本协调参数是心率，而心率远远大于呼吸频率。Dansi

建立普遍使用的适应证或Fontan手术策略，因此理想模

等 [23] 研究了能耗和狭窄肺动脉间的关系。该研究采用

型才是本研究所需要的，可以藉此得到具有普遍性的结

CFD算法模拟连续稳定血流[23]。同时，由于该研究所谓

[15,19]

。本研究中，由于关

肺动脉管径是指狭窄肺动脉的最小直径而不是PA I本

于上腔静脉和人工管道间的血流受阻以及左右肺动脉

身，所以该研究能耗－肺动脉管径曲线所确定的能够安

分流的问题已在既往研究进行了充分探讨，故本研究未

全进行Fontan术的、最小肺动脉管径比本研究所确定

论或为外科医生建立相关指南

探讨上述问题

[9,10,11,14]

。

的管径要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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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血流流入肺动脉的边界条件，本研究采用了

耗，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明确简化模型是否合理。

[6]

既往报道的磁共振流体分析数据 。在上述报道中患
者年龄大于本研究。目前尚没有关于Font an术后幼儿

结论

（2～3岁）患者运动状态下的血流参数。在本研究中，
设定的血流边界条件均经过体表面积校正。在本研究

在Fontan循环中，细小肺动脉将造成肺动脉和人工

设定的血流边界条件下，计算出的上下腔静脉血流比与

管道间较高的压力阶差，从而引起能耗过高现象。本研

既往报道的同龄患者相近 [24]，同时与CFD模型计算的

究在考虑运动耐量因素的前提下，发现确保Fontan手术

结果相近

[8-19]

。

成功的PAI安全下限为110 mm 2/m 2。

对于血流流出的边界条件，本研究直接采用了压
力条件而没有采用阻力条件 [9,10,12 ,19]。之所以未采用阻
力边界条件是因为，在阻力条件下通过集中参数模型
计算 [25]，吸气相流量增加期的肺动脉压将有所增加，
同时该模型无法模拟生理状态下，吸气相压力减低期
流量增加。
数字模型的前提假设将实际情况简单化，这些假
设可能是本研究的局限。本研究未考虑开窗或肺动脉
成型术等对血流的影响。但是，成功的开窗或肺动脉
成型术将突破目前Font a n适应证对PA I的限制。这些
操作对Fontan手术结果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
PA I并不能精确反映肺毛细血管或毛细血管容量，而
后者则是决定Fontan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通过
造影片得出的PAI测算结果存在误差，这也是本研究的
局限之一。为方便起见，本研究假设两侧肺动脉直径相
同；而临床工作中，某些患者可能在左右肺动脉融合部
狭窄或左右肺动脉管径不同。在设定边界条件时，本研
究只考虑呼吸的影响，但Fontan血流本身仍是搏动性
血流，如将搏动性因素考虑在内则模型将更为复杂。同
时，本文仅研究了外管道Fontan的流体模型而未研究
其他术式的模型。其他Fontan术式，如侧隧道Fontan
手术和心房肺动脉连结术，需要另建模型进行探讨，因
为在这些术式中血流将流经顺应性良好、具有收缩力
的右心房[8]。本研究还假设血管壁为刚性，我们不知道
肺动脉顺应性及呼吸过程中人工管道压缩对血流的影
响。本研究所有模型均假设人工管道直径为16 mm，应
用其他口径人工管道对压力分布有影响，能耗也是增
加的。本研究的理想模型中，吻合口处不是平滑曲线，
这也与临床实际情况不符。计算机三维构型模拟技术
中，
“平滑”的概念很难定义，因此这是本研究的另一
局限性。本研究设定压力流出道的边界条件下，无法将
肺动脉微循环和毛细血管发育成熟度考虑在内，但上
述因素将对Fontan循环和肺动脉阻力造成很大影响。
我们也无法在本研究中计算肺动脉微循环中的能量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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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 手术

经皮射频消融术治疗临床Ⅰ期非小细胞肺癌

目的：本研究旨在回顾性评估射频消融术治疗临床Ⅰ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
方法：本研究共纳入无手术指征但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的临床Ⅰ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50例，其中男性29例，女性21
例，平均年龄74.7岁；临床分期ⅠA期38例，ⅠB期12例。共计52个瘤体在CT引导下接受52次消融治疗。射频消融疗
效评估包括毒性反应、局部有效率、患者存活率。毒性反应评估采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
4.0版本。采用对比剂CT扫描评估局部有效率。应用Kaplan-Meier分析评估患者的总体生存率、肿瘤特异生存率和
无疾病生存率。

结果：52次射频消融术后分别发生2级和3级不良事件6例（12%）和3例（6%）。中位随访时间为37个月。52个瘤体
中有16个（31%）出现局部进展。中位生存时间为67个月。患者1、2、3年的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4%、86%、74%；肿瘤
特异生存率分别为100%、93%、80%；无疾病生存率分别为82%、64%、53%。

结论：对于无手术指征的临床Ⅰ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射频消融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创伤并使患者生存获益，
但局部有效性仍待进一步提高。(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2:24-30)

原发性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全球癌症
死亡的主要原因。肺叶切除术被认为是早期非小细胞
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一线治
疗手段。不幸的是，某些患者不适于外科治疗，因而常
规的体外放射治疗（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
XRT）按照惯例应用于这些患者。一项荟萃分析显示，
临床Ⅰ期NSCLC患者接受常规的体外放疗后，患者的
3年总体生存率和肿瘤特异生存率分别为34%和39%[1]。
考虑到体外放疗后生存结果的不尽人意，各种替代方法
已成为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例如，立体定向放疗显示
出良好的生存优势，临床Ⅰ期NSCLC 患者3年生存率为
56%～60%[2-4]。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作为肝癌局部治疗的主要方法之一，受到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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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关注。R FA在肝癌治疗中取得的良好效果有利于
这项技术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当前，RFA在肺癌治疗
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本项研究旨在回顾性分析并评估
RFA用于无手术指征的临床Ⅰ期NSCLC的疗效。

材料与方法
研究人群
经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并获得肺癌患者接受RFA
治疗的知情同意，我们进行此项回顾性研究。自20 02 年
7月至20 0 9年9月，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治疗56例临床
Ⅰ期原发性肺癌。排除6例患者，其中4例另外接受了辅
助放疗，1例失访，1例无组织病理学证据。因此，本研
究共入组50例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的临床Ⅰ期NSCLC患
者。以前在文献中报道过的20例患者[5]也纳入此研究，
他们的随访信息也随之更新。2例患者同时有两处原发
性肺癌病灶，因此，共对52个瘤体进行了射频消融术。
为确定临床分期，所有患者接受胸部和腹部计算
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29例患者
接受正电子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26例患者接受脑部核磁共振成像检查。若PET

缩写及缩略语
计算机断层扫描
非小细胞肺癌
正电子断层扫描
射频消融术
体外放射治疗

检查提示纵隔淋巴结短轴直径大于1.0 cm以及18氟-氟代
脱氧葡萄糖（18F-FDG）摄取增高，说明淋巴结有转移，
需排除研究。通过这些检查将患者分为临床IA期38例、
IB期12例。
50例患者及52个瘤体的特征如表1所示。男性患者
29例，女性患者21例（平均年龄74.7岁，范围：52～88岁）。
其中16例患者有以下类型肿瘤手术史：9例肺癌，2例食
管癌，2例胆管癌，1例肝细胞癌肺转移，1例乳腺癌，1例
结肠、子宫、输尿管癌。肿瘤长轴平均直径为2.1 cm（中
位值，1.8 cm；范围：0.7～6.0 cm)。41个瘤体为腺癌，11个
瘤体为鳞癌。10例患者的11个瘤体为腺癌，其在CT图像
上显示单纯磨玻璃样阴影。
患者首次就诊于胸外科。所有患者由外科医生判
定因以下一种或多种因素而不具备手术指征：肺功能
差（第1秒用力呼气量预计值≤1000 ml），心功能差（纽
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Ⅲ级），高龄（年龄
≥80岁），体能状态差（PS评分≥2分），严重伴随疾病或
者患者拒绝手术。14例患者肺功能差，1例心功能差，
7例高龄，1例体能状态差，7例有严重的伴随疾病，9例
合并有以上两种因素。其余11例患者可手术但患者拒
绝接受手术治疗。27例患者RFA术前接受肺活量检查，
平均肺活量为2.53 L（范围：1.06～3.97 L）；30例患者
RFA术前接受第1秒用力呼气量以及其占肺活量的百分
率，平均值分别为1.68 L（范围：0.41～3.19L）和68.6%
（范围：42.3%～96.3%）。没有患者接受其他同期治疗或
辅助治疗。

位，大 腿 部 位粘 贴电 极片。首次 C T 扫 描 检 查确 定 肿
瘤 的 精 确 位 置并 决定电 极 插入 路径。电 极穿 刺点 皮
肤消毒。麻醉起效后，引导电极进入肿瘤并连接射频
消融仪。应用于射频消融的电极种类包括多头可扩张
电极（LeVeen；Boston Scientiﬁc, Natick，Mass），直
径有2 cm（n=15）、3 cm（n=15）、3.5 cm（n=4）、4 cm
（n=2）系列；单头尖端非绝缘内部冷却电极（Cool-tip；
Valleylab，Boulder，Colo），直径有1 cm（n=3）、2 cm
（n=7）、3 cm（n=4）系列；或簇状内部冷却电极（Cooltip；Valleylab）
（n=2）。就Valleylab的设备而言，射频的
能量来自于阻抗控制算法，电极内部冷却需要12分钟。
射频消融仪断开后，电极尖端在肿瘤的温度可以即刻
测量。当温度没有达到60℃时，同一位点需要额外的
能量供应。BostenScientific公司的射频设备能量会持
续供应直到阻抗显示急速增加或自动切断后15分钟，
这在每个位置都反复强调。为达到消融的范围，必要
时消融区域需多重交错。
射频消融术后应立即行胸部CT扫描以评价消融区
域及手术并发症。3小时后和第2天行胸部X线扫描评价
有无诸如气胸、血胸、胸腔积液等并发症出现。RFA术
后1天、3天应当复查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

随访
尽可能在患者术后1、3、6、9、12个月随访，之后每
隔6个月随访1次。患者每次随访需行5 mm准直的胸部
CT检查，以3 ml/s的速度静脉注射对比剂（碘帕醇，碘帕
醇300；Nihon Schering，Osaka，Japan）后30秒和90秒评
估局部有效率。RFA术后前3个月消融面积通常大于术
前肿瘤的CT图像面积[6]。因此在这段时期，射频消融的
有效性不能依靠肿瘤大小的对比来判定但可以依据对
比增强来判定。也就是说，当整个消融区域没有对比增
强或者消融区域的对比增强是外围同中心对称分布且
与平滑的内缘均匀一致，就可以认为肿瘤完全治愈。这
些增强区域被认为是组织反应性充血、炎性反应和肉

射频消融术

芽增生[7]。因此，与之前的CT图像上消融面积大小的对

RFA通常在CT（Asteion；Toshiba，Tokyo，Japan）
引导下经皮完成。术中镇痛应用局部麻醉或硬膜外麻
醉，镇静采用静脉输入0.3 mg 芬太尼和肌肉注射25 mg
羟嗪（安泰乐）。对于预计术中疼痛比较明显的病例，
例如，肿瘤部位接近胸膜或者患者主动要求，将会给予
硬膜外麻醉。因此，有15例患者接受硬膜外麻醉。无1例
患者应用全身麻醉。
根 据肿 瘤 的 位 置，患 者 体位 采 取仰 卧 位 或俯 卧

比来评价局部有效性。消融区的肿瘤进展即局部进展
定义为消融区域周边增大或者消融区域出现不规则的、
散在的、结节状或偏心焦点。这些焦点通常会有不同程
度的增强，因而与非增强的坏死肿瘤组织有差别。
为评估有无血行转移，通常每隔6个月进行1次对比
造影剂腹部CT检查。尽管PET没有纳入我们的例行随
访方案中，仍然有29例患者通过PET检查来评估RFA的
疗效和有无血行转移。当患者出现脑部或骨的转移症状
23

表1 50例患者及其52个瘤体的特征

异生存率和无疾病生存率。为评估肿瘤特异生存率和
无疾病生存率，终末事件相对应的是肿瘤相关死亡和
其他原因死亡或肿瘤复发。生存率评估也根据肿瘤分
期（I A期或IB期）、应用电极类型、术后时间（术后前
4年还是手术4年后）进行，两组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采用SPSS 11.0 版本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version
11.0；SPSS Inc，Chicago，IL）。

患者（n=50）
年龄（岁）
平均值
范围

~

性别
男性
女性
肺活量（L）*
平均值
范围

~

第1秒用力呼气量（L）†

结果

平均值
范围

~

临床分期
IA
IB
肿瘤手术史
有
无
肿瘤瘤体(n = 52)
直径 (cm)
平均值
范围

~

组织病理学
腺癌
鳞癌
肿瘤所在肺叶
右上叶/右中叶/右下叶
左上叶/左下叶
消融电极
内部冷却电极
多头可扩张电极
*测得的27例患者的数据，†测得的30例患者的数据。

时，给予核磁共振成像或骨显像检查。

研究终点和统计分析
研究终点包括毒性反应、局部有效率和患者生存
率。毒性反应评价采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常见不良
事件评价标准4.0版本，不良事件分级大于1级需记录
在案。患者RFA术后第1至3个月与R FA术前的第1秒用
力呼气量应用配对t 检验进行比较。局部有效率采用上
面提及的标准并依据是否出现局部肿瘤进展来评估。
总体局部进展率和个体局部进展率根据肿瘤的大小来
估算。此外，不同电极类型的局部进展率对比应用logrank检验。除了局部进展，肺实质复发（定义为复发部
位在同一肺叶但远离消融区域）、局部复发（定义为同
侧肺门和同侧纵隔淋巴结复发）、远处转移（其他所有
器官转移）也同时评估。
应用Kaplan–Meier 分析患者总体生存率、肿瘤特
24

1例79岁的NSCLC临床ⅠA期女性患者的影像学资
料如图1所示。52例次RFA术后发生1级不良事件（气胸）
22例，发生2级和3级不良事件分别为6例（12%）和3例
（6%），没有4级和5级不良事件发生。6例2级不良事件包
括需放置胸管引流的气胸1例，需要内科治疗的局限性肺
炎3例，以上两种情况均有者2例。3例3级不良事件包括需
放置胸管引流的胸腔积液1例，需要外科干预的支气管胸
膜瘘1例，需要放置显像胸管引流的胸腔感染1例。
30例患者在R FA术前行第1秒用力呼气量检查，
其中2 2例患 者在 R FA术后1～3个月复 查 此 项结果。
2 2例 患者RFA术后平均第1秒用力呼气量为1.58 L（范
围0.68～2.74 L）；这与R FA术前的呼气量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17）。在术后中位随访15个月时，52个瘤体
中有16个瘤体（31%）出现局部进展。16个局部进展的
瘤体中有5个瘤体经组织学活检证实。局部进展率依据
肿瘤大小的变化来评估，≤2 cm、2.1～3.0 cm、>3 cm的
肿瘤局部进展率分别为33%（10/30）、40%（4/10）、17%
（2/12）。不同类型电极的局部进展率组间无显著统计
学差异（P =0.10）。16个局部进展肿瘤中有6个瘤体接受
重复1次或2次的治疗；4个肿瘤完成治疗，其余2个肿瘤
再次出现进展。截至文章报道时，局部控制率达到77%
（40/52）。局部复发、肺实质复发和远处转移患者分别
为2例、7例和8例。
50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37个月（平均39个月，
范围：2～88个月）。50例患者的生存状况总结如图2所
示。截至文章报道时，50例患者有19例死亡，31例存
活。19例死亡患者中有12例死于肿瘤进展，其余7例死
于其他原因。7例其他原因死亡患者中的2例出现肿瘤
局部进展，5例死因与肿瘤无关。31例存活病例中，20
例RFA术后达到无瘤生存。5例患者出现局部进展或肺
内转移，接受部分切除或再次RFA治疗。截至文章报道
时，这5例患者仍无瘤生存。其余6例患者出现复发，如
局部进展、肺内转移或淋巴结转移。

图1 RFA 治疗的1例临床分期为ⅠA期NSCLC的79岁女性患者。A，术前CT图像显示位于左上叶的肿瘤（箭头）最大直径为29 mm。B，
术前PET/CT图像显示肿瘤的18F-FDG明显积聚（箭头）。C，术中CT透视显像显示多头可扩张电极（箭头）进入肿瘤。D，术后3个月PET/
CT图像显示肿瘤的18F-FDG无明显积聚（箭头）。E，术后31个月CT图像显示肿瘤有明显退化（箭头）。

中位生存时间和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67个月和59个月。
患者 1、2、3、4、5年的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4%、86%、
74%、67%、61%（图3）。临床ⅠA期和ⅠB期的NSCLC患
者的1、2、3、4、5年生存率依次为95%和92%、89%和
75%、83%和50%、73%和50%、66%和50%（图4）。两组
间生存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57）。不同电极类型
（P =0.35）、不同手术时期（P =0.77）间的生存率均无显
著统计学差异。患者1、2、3、4、5年的肿瘤特异生存率
分别为100%、93%、80%、80%、74%（图3）。患者1、2、
3、4、5年无疾病生存率分别为82%、64%、53%、46%、

46%（图3）。中位无疾病生存时间和平均无疾病生存时
间均为42个月。

讨论
RFA越来越多地成为无手术指征的肺癌患者的局部
替代疗法之一。一项关于RFA治疗106例原发性或转移性
肺癌患者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结果显示，RFA手术成
功率为99%且未出现手术相关性死亡[8]。一项国际调查
称RFA治疗肺部肿瘤的死亡率为0.4%[9]。我们的研究也
25

50例患者
存活

死亡

31例患者
射频消融术后
无瘤生存

19例患者
射频消融术后
肿瘤进展

20例患者

死于肿瘤

11例患者

12例患者

完成治疗

未完成治疗

5例患者

6例患者

死于其他原因

7例患者

证实RFA是一项安全可靠的操作，死亡率为0，仅有6%
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而且对肺功能无显著影响。
关于临床Ⅰ期的NSC L C患者R FA术后局 部进展
率和患者生存数据的文献报道总结如表2所示。大约
30%～40%的治疗肿瘤出现局部进展，这和我们的研究
数据一致[10-13]。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局部有效率和肿瘤大
小有关，也就是说，肿瘤越大局部复发风险越高[10,13-15]。
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局部进展率不仅仅取决于肿瘤大
小。其确切原因尚不明确，但是依据肿瘤的大小分成3
组在应用电极的类型、完成手术的时期（学习曲线的问
题）和随访时间的先后等方面存在异质性。根据肿瘤的

大小变化判定局部有效率，以上这些因素可能使结果
产生偏倚。鉴于相对高的局部进展率，应用RFA应当限
于没有手术指征或虽有手术指征但拒绝手术的患者。而
且，对于RFA病例应当经常随访以便尽可能早地发现局
部进展。
据文献报道，临床Ⅰ期NSCLC患者RFA术后1、2、3年
生存率分别为78%～100%、57%～84%、36%～74%[8,10-14]，
本研究的总体生存率与这些文献报道相一致。正如预
期的那样，临床IA期的患者似乎应该比临床IB期的患
者生存时间要长，但在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的生存期无
显著统计学差异，或许是因为研究人群样本量不足。尽

生存率

生存率

图2 RFA治疗50例NSCLC患者的生存结果总结。RFA ，射频消融术。

总体生存率
肿瘤特异生存率
无疾病生存率

RFA术后月数

RFA术后月数

图3 患者RFA术后1、2、3、4、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4%、86%、

图4 临床IA期和IB期的NSCLC患者的1、2、3、4、5年生存率分

74%、67%、61%。术后1、2、3、4、5年肿瘤特异生存率分别为
100%、93%、80%、80%、74%。术后1、2、3、4、5年无疾病生存率
分别为82%、64%、53%、46%、46%。RFA ，射频消融术。

别为95%和92%、89%和75%、83%和50%、73%和50%、66%和
50%。两组间生存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57）。RFA ：射频消
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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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射频消融术治疗临床Ⅰ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数据汇总
作者

患者例数

随访时间
（月）

局部进展率
（%）

生存率（%）
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生存时间
（月）

Lencioni及其同事[8]
Lee及其同事[10]

（中位值）

Pennathur及其同事[11]

（平均值）

Hiraki及其同事[12]

（中位值）

（平均值）

Lanuti及其同事[13]

（中位值）

（中位值）

Simon及其同事[14]

管从总体生存率和肿瘤特异生存率上看，RFA的应用是
非常有前景的，但3年无疾病生存率却只有53%，主要是
因为其相对高的肿瘤局部进展率。而且，患者的总体生
存率和肿瘤特异生存率高或许归因于其中有相对较高
比例的单纯磨玻璃样阴影的腺癌患者（10/50，20%），
这部分患者的肿瘤倍增时间超过800天[16,17]。
立体定向放疗对于Ⅰ期NSCLC患者显示出良好的
局部控制和生存优势，其疗效或许能与R FA竞争。根
据一项日本多中心研究报道 [2]，257例患者应用立体定
向放疗，超过2级的并发症发生率为5%，患者局部复发
率为14%，3、5年总体生存率和因别生存率分别为57%
和77%、47%和73%。一项北美多中心Ⅱ期研究纳入55
例无手术指 征的患者 [3] ，结果显示3、4、5级不良事件
发生率分别为13%、4%、0%，预计的3年原发肿瘤控制
率为98%，3年无疾病进展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48%和56%。另一项57例患者的北欧国家多中心、前瞻
性Ⅱ期试验[4]，3、4级毒性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8%、2%，
预计的3年肿瘤控制率为92%，3年总体生存率、肿瘤特
异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0%、88%、52%。如果
将来有RFA和立体定向放疗的随机对照试验，应该会更
有意义。
立体定向放疗在冈山大学医学院已经成为治疗肺
癌的有效方法之一。尽管有时因为缺少相关的数据支
持究竟是选择RFA还是立体定向放疗，但是当肿瘤的位
置距离肺门、纵隔、肺尖、椎体小于3 cm以及肿瘤位于
呼吸运动幅度比较大的肺下叶时，应当选择RFA，而这
时立体定向放疗似乎是有危险的。考虑立体定向放疗发
生放射性肺炎的几率更大，RFA适合于严重肺功能障碍
的患者。相比之下，鉴于R FA的局部有效率有限，尤其
是大于2 cm的肿瘤，可能应用立体定向放疗更好[15]。
RFA显著的优势表现在其创伤小、肺功能影响小、不
受之前任何治疗影响且在需要时可重复治疗。相比之下，
这种治疗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有限的局部有效率。为获
得良好的长期生存，必须改善局部有效率。在动物实验

（中位值）

进行了各种尝试以提高RFA的局部有效率。由于肺泡内气
体的缘故，热量和电流传导会受到限制，加之血流灌注
和肺通气量，这种传导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因此，通过向
肺组织内注入盐水[18]、减少血流灌注[19]和肺通气量[20]从
而改变调制电导率进而成功扩大凝固性坏死的面积。
RFA与其他治疗方法联用或许能增加其疗效。Dupuy
及其同事[21]将RFA用于24例Ⅰ期肺癌（平均大小3.4 cm）常
规XRT之后。研究获得的局部进展率为8%，尽管肿瘤大
小相对较大，但这一结果仍令人鼓舞。RFA在技术上的持
续改进可以推动这项治疗的发展。应用电磁追踪的导航
设备有助于更好更精确地插入电极[22]。此外，其他消融技
术如微波消融和冷冻消融也在不断发展[23,24]。不仅如此，
最近一项研究报告RFA可以借助于支气管镜来完成[25]。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可
能有选择性偏倚。我们应用了两种类型的消融装置，尽
管之前的研究表明多头可扩张电极比内部冷却电极有
更好的局部有效率。21例患者没有应用PET来确定肿瘤
临床分期，这或许影响肿瘤临床分期的可靠性。最后，
随访时间不够长也可能影响长期疗效的判定。

结论
对于临床Ⅰ期的NSCLC患者，RFA可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创伤并且使患者生存获益，但其局部有效率仍有待
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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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血管病

马凡综合征合并累及主动脉弓的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
采用全主动脉弓置换结合支架象鼻植入术：
急、慢性患者的疗效比较

目的：马凡综合征合并累及主动脉弓的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最佳手术治疗方案仍存有争议。我们回顾性分析了采
用全主动脉弓置换结合支架象鼻植入术治疗马凡综合征合并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

方法：2003年4月至2008年9月，44例马凡综合征合并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急性19例，慢性25例）进行了全主动脉弓
置换结合支架象鼻植入术。术后运用CT检查评估残留假腔内血栓形成与消除情况。

结果：住院死亡率为4.55%（2/44例）（急性：0%，0/19例，慢性：8.00%，2/25例），平均随访38±17个月，随访期
间的死亡率为4.76%（2/42例）
（急性：5.26%，1/19例，慢性：4.35%，1/23例）。1例慢性夹层患者（5.26%，1/19例）
在术后7个月实施了胸腹主动脉置换术。随访期间没有发现脊髓损伤和内脏缺血并发症。术后CT检查显示76.2%
（32/42例）的患者支架象鼻周围假腔闭合（急性：84.2%，16/19例，慢性：69.6%，16/23例），在急性夹层患者中，有
4例支架远端进入假腔（21.1%，4/19例）。

结论：该术式对于马凡综合征合并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是一种适宜的选择。然而对于马凡综合征合并急性
夹层的患者，由于夹层内膜片易发生破损，选择该术式需要格外谨慎。如果在马凡综合征合并急性A型主动脉夹
层患者采用该术式，必须除外以下情况：靠近外科支架远端有破口、真腔狭小或者主动脉假腔形态极度扭曲等。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2:e85-91）

马凡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结缔组织病。动脉瘤和

死亡的主要原因，外科手术治疗可以防止这些严重并

主动脉夹层继发主动脉破裂是马凡综合征致残和导致

发症的发生。由于马凡综合征患者主动脉存在病变，组
织非常薄弱，常需进行多次主动脉手术。马凡综合征合
并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在接受近端主动脉外科手术后，
其远端主动脉瘤样扩张的发生率高，再次手术率也非
常高 [1,2]。为避免近端主动脉手术后再次手术时棘手的
技术问题，在马凡综合征合并A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初
次手术时，推荐采用全主动脉弓置换和象鼻术式 [1]。对
这类患者，在前期进行近端主动脉手术后，应用腔内支
架修复降主动脉夹层是外科直视手术治疗外的另一种
选择 [3,4] 。自2003年开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开始采用
全主动脉弓置换结合支架象鼻植入术治疗马凡综合征
合并急、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前期研究结果表明
这一术式对于马凡综合征合并急性A型夹层患者是适
宜和可行的 [5] 。本文报告马凡综合征伴急、慢性A型夹
29

通过正中胸骨切开，在低温CPB和SCP下完成。在完成

缩略词

4分支血管远端与预先植入的术中支架的降主动脉的

体外循环
计算机断层扫描
选择性脑灌注

吻合后，进行4分支血管与左侧颈总动脉吻合，之后进
行4分支血管近端吻合。最后，将左锁骨下动脉和无名
动脉与分支血管分别吻合。

层患者采用支架象鼻手术外科治疗的结果。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3.0 （SPSS Inc，Chicago，Ill）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连续变量应用Student t 检验。分类变量

患者和方法

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来统计。
本文述及的外科手术方案经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
京协和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每例患者在术前均签

结果

署了知情同意书。
在2003年4月至2008年9月之间，44例马凡综合征合

外科资料

并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接受了全主动脉弓置换结合支架

两组患者的术前危险因素相当（表1）。在急、慢性

象鼻植入术，其中男性30例，女性14例，平均年龄37±10

主动脉夹层两组间，进行同期手术的情况无显著性差

岁（范围：17～65岁）。在急性主动脉夹层发病的2周内进

异（表2）。CPB和SCP时程两组之间也无差异（表2）。

行手术者19例，在发病2周后进行手术者25例。马凡综

然而，慢性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主动脉钳闭时间显著少

[6]

合征患者的诊断依据修订后的诊断标准 。接受这一手

于急性患者（P =0.001）。

术治疗的马凡综合征合并急、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的患
者临床资料见表1。

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主动脉夹层撕裂口位于升主动脉 者26例，位于主

在慢性 组有2例死亡，在急性 组 则没有死亡病例

动脉弓者1例，位于胸降主动脉近端者4例。9例患者有

[0% vs. 8%（2/25例），P = 0.498]。1例患者术后2天新

多个破口，4例患者曾接受Bentall手术。4例患者主动脉

发腹 主动脉夹层。腹 主动脉C T显 示为三 腔 主动脉夹

夹层延伸到胸降主动脉远端，18例患者延伸到腹主动

层。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和肾动脉的开口均被内膜片

脉，22例患者延伸到髂动脉。所有患者均在低温体外

阻塞，患者出现了腹部内脏器官的缺血症状。该患者立

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和选择性脑灌注

即进行了胸腹主动脉置换，但死于内脏器官不可逆性

（selective cerebral perfusion，SCP）下施行全主动脉

缺血所致的多器官衰竭。另1例患者由于气管软化所致

弓置换和支架象鼻植入术。同期实施的手术和术中资料

的气道狭窄而难以撤离呼吸机，于术后22天死于多器

见表2。术后随访常规应用对比增强CT评估残留假腔和

官衰竭。

主动脉直径大小。

术后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在慢性组和急性组之间
没有显著差别（表3）。但是，急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更
为常见。无名动脉栓塞致脑梗塞1例，低心输出量1例，

手术操作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手术步骤在本中心既往文
献中已进行了详细叙述

[5,7-10]

喉返神经损伤1例。这些患者恢复良好并顺利出院。因

。简要地说，手术采用术中

出血而再次手术的患者在急性组占5.26%（1/19例），

植入支架（Micro-Port Medical Company Limited，

在慢性组占4.00%（1/25例）。全组没有截瘫和内脏缺

S h a n g h a i ，C h i n a）和 4 分 支 人 工 血 管（ M e a d o x

血并发症发生。

H e m a s h i e l d P l a t i n u m 4 B r a n c h G r a f t；B o s t o n
Scientific Inc，Boston，Mass）。在进行全主动脉弓置

随访

换时，采用单侧SCP 技术和直视主动脉缝合技术。在

随访结果见表3。1例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失访。在

CPB和SCP中常规进行右侧腋动脉插管。所有手术均

平均38±17个月的随访中，急、慢性组中各有1例患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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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马凡综合征合并急、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
资料

变量

急性

慢性

n=19

n=25

表3 术后与随访结果
变量

P值

急性

慢性

n=19

n=25

P值

脑梗死

年龄（岁±标准差）

左上肢缺血

男性，n（%）

喉返神经损伤，n（%）

女性，n（%）

低心排血量，n（%）

高血压，n（%）

因出血重返手术室，n（%）

急性左心衰，n（%）

院内死亡，n（%）

冠心病，n（%）

随访时间（月±标准差）

下肢缺血，n（%）

失访，n（%）

脑栓塞，n（%）

胸腹主动脉置换，n（%）

慢性肾功能不全，n（%）

随访死亡率，n（%）

肺部感染，n（%）

亡[5.26%（急性，1/19例）vs. 4.34%（慢性，1/23例），

肌水平完全血栓形成的患者比例占45.2%（19/42例）

P =1.000]。1例进行了腋-腋动脉旁路术的急性主动脉夹

[57.9%（急性，11/19例） vs. 34.8%（慢性，8/23例）；

层患者在术后14个月不明原因死亡。另1例曾接受升主

P = 0.134]。在慢性夹层患者中仅有17.4%的患者（4/23

动脉置换的慢性主动脉夹层患者，在术后4个月死于重

例）支架象鼻上、中部 分周围假 腔消失。术后 C T（图

度顽固性心力衰竭。慢性主动脉夹层的术后患者有1例

1）显 示，马凡综 合征 患者假 腔内的血栓 形成 速度 较

发生脑梗塞，顺利恢复。与急性主动脉夹层组相比，慢

慢。急性患者组术后有3例见降主动脉直径扩张（术后

性主动脉夹层组中1例患者在术后7个月接受了胸腹主动

5.11±0.48 cm vs. 术前3.89±0.92 cm），慢性患者组术

脉置换术，并康复出院。在随访期没有患者发生脊髓损

后有6例患者出现降主动脉直径扩张（术后4.99±0.88 cm

伤和内脏缺血并发症。

vs. 术前 4.03±0.62 cm）
（P =0.714）。
虽然两组患者的影像学没有差异，但是在4例急性
夹层患者中，植入的支架末端进入了假腔（21.1%，4/19

影像学结果
术 后 C T 检 查 显 示（图1），象 鼻支 架 周 围 假 腔

例）。在3例急性夹层患者中临近植入支架远端处有新

消失的患者比例占76.2%（32/42例）[84.2%（急性，

的破口（图2），其中有1例患者术前CT显示假腔扭曲，

16/19例） vs. 69.6%（慢性，16/23例）；P = 0.305]，膈

由于大的假腔挤压致降主动脉真腔很小（图2）。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马凡综合征患者主动脉壁较脆弱，内膜
层在支架植入狭小的远端真腔进行扩张时被撕裂。另

表2 同期手术操作和术中数据
变量
Bentall术，n （%）

外，夹层内膜也可能因为假腔形态极度扭曲而在术中
急性

慢性

n=19

n=25

P值

支架植入的过程中被撕裂。在随访中发现，3/4的患者
出现降主动脉内径回缩。

主动脉瓣成形术，n （%）
主动脉瓣置换术，n（%）
二尖瓣置换术，n（%）

讨论

David术，n（%）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n（%）
腋-腋动脉转流术，n（%）

应 用带 瓣膜人 工血管 进行B e n t a l l手术以来，主

升主动脉-股动脉转流术，n（%）

动脉 根部置换 术是治 疗马凡综 合征合并主动脉 根部

股-股动脉转流术，n（%）

病变的患者的标准手术方法 [11] 。其手术死亡率低，长

体外循环时间（分钟±标准差）
主动脉阻闭时间（分钟±标准差）

期预后很好 [12 ,13] 。但在马凡综合征合并急性A型主动

选择性脑灌注时间（分钟±标准差）

脉夹层 [1,14,15] 和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 [15] 的患者中，成功
进行主动脉根部置换后，远端夹层的主动脉仍然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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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于术前（A，E，I）和术后2周（B，F，G）、6个月（C，G，K）、13个月的CT扫描影像（D，H，L）。术后2周观
察到假腔血栓形成（B），支架象鼻植入后主动脉重塑，假腔内血栓形成并逐渐被吸收（B，C，D）。术后30个月在术中支架移植物远端
血栓形成后假腔逐渐消失（H）。2～30周可以观察到假腔血流逐渐减少，降主动脉假腔中缓慢地血栓吸收（J，K，L）。

期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危险。已有资料表明，初次手术时

方法具有术中易于操作和术后恢复良好的优势。

存在主动脉夹层是远端主动脉再次手术的唯一的显著

对于既往成功实施近端主动脉手术后的再次手术

危险因素。残存夹层患者再次手术率显著高于那些没

患者，血管腔内支架治疗是开胸手术之外的另一个可行

[15]

。对于马凡综合征合并急性A型主

的选择[3,4,16]。因为腔内移植物锚定区部位的主动脉具有

动脉夹层 [1,14,15] 和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 [15] 的患者，因为

扩张倾向，马凡综合征患者出现原发及继发内漏的比率

再次手术的几率高，所以提倡在初次手术时同期进行

较高[17]。马凡综合征患者即使植入支架并有血栓形成，

全主动脉弓置换。如果马凡综合征患者不伴有主动脉

其主动脉仍会持续扩张[4]。大多数进行了血管内支架植

夹层，目前尚不主张这样做。马凡综合征患者年龄相对

入治疗的患者需要转换成开胸手术治疗[16,17]。血管腔内

较为年轻化，初期成功手术后存活时间也更长，在分期

支架植入治疗被认为是一个姑息性的“过渡治疗”而不

进行全主动脉置换手术中，同期行全主动脉弓置换比单

是根治的方法[18]。处理失败的植入支架仍是一个棘手的

独施行主动脉根部置换更有优势 [15] 。同期行全主动脉

问题，因为要摘除失败的植入支架使主动脉重建的复杂

弓置换术或许对患有马凡综合征合并急、慢性A型主动

程度加大，手术创伤巨大，并且要求周密的手术方案[19,20]。

脉夹层的患者来说更加合理。然而，同期行或未行全主

由于马凡综合征患者具有广泛的、进行性主动脉病变特

动脉弓置换术的马凡综合征患者之间的再次手术率并无

性，在此类患者中应用腔内支架治疗远端主动脉病变并

显著区别，这可能与降主动脉上存在持续的开放假腔有

非明智的选择[20]。

有残存夹层的患者

关[15]。为了避免再次胸骨切开，并利于后期针对远端主

初次手术时进行全主动脉弓置换和象鼻技术治疗

动脉病变进行再次干预，主张进行全主动脉弓置换和

伴有A型主动脉夹层的马凡综合征患者已得到公认 [1]，

象鼻技术。本组病例中，我们在同期置换整个主动脉弓

但是，要将传统的软象鼻血管植入马凡综合征患者的

的过程中，采用支架象鼻植入患者的远端降主动脉，该

夹层主动脉真腔是非常困难的。马凡综合征患者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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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马凡综合征合并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前（A）和术后2周（B）的CT扫描图像。降主动脉的真腔受到大假腔的挤压而缩小。真
假腔之间出现一个大的间隙（A）。术中支架移植物远端进入假腔。

脉壁十分脆弱，而且真腔被假腔挤压。已有报道应用传

次手术的操作。在本组病例中，有4例之前行主动脉根

统软象鼻血管会出现包括人造血管扭曲、梗阻、发生栓

部置换的患者成功地进行了该支架象鼻手术。

塞及瘫痪等并发症

[21]

。应用传统的象鼻血管术后，确定

后续手术恰当的时间间隔也十分困难

[22]

支架象鼻手术针对传统象鼻血管手术的不足进行

。在两次手术之

了改良。其主要优势在于术中易于操作和术后恢复良

间，未经手术的主动脉节段出现破裂导致患者死亡时有

好。这一术式解 决了困扰传统象鼻手术中的几个棘手

报道

[23]

。如果缩短进行后续分期手术的间隔时间，则会

的操作难题。首先，在直视下可以容易地将支架象鼻

增加二期手术的风险。况且，有多种因素可能导致部分

以紧压的方式植入降主动脉。减轻了对马凡综合征患

患者无法回来接受后续手术治疗

[23]

。

者脆弱动脉壁的损伤。第二，该术式扩大了降主动脉真

尽管支架植入术有诸多的局限性，但是Sun及其同
[5 ]

腔，并缓解器官缺血。第三，该方法具有防止血管破裂

事的手术结果 表明 ，支架象鼻手术可以用于治疗马

和延长再次手术的间隔期的作用。由于近端降主动脉

凡综合征。此手术方法的突出优点是植入的支架象鼻

撕裂的内膜片被支架象鼻封闭，远端主动脉弓在左锁

可以牢固缝合固定到自体主动脉壁上，而不像血管内

骨下动脉和左颈总动脉之间切断。这一操作简化了全

支架植入治疗单纯靠植入支架的径向扩张力。此举有

主动脉弓置换术的难度，减少了喉返神经损伤的风险，

两个好处：第一，适当选择的支架象鼻尺寸几乎接近于

还避免了困难的主动脉弓远端吻合操作。切除全部自

与年龄、性别和身高相匹配的正常受试者的近端降主

体主动脉弓血管组织并植入支架象鼻，实现了远端主

动脉直径，类似于主动脉的生理状态，支架象鼻的径向

动脉弓和降主动脉近端的稳定性。这种手术方法比传

支撑力引起主动脉壁的损伤往往很小。支架移植物的

统象鼻技术更利于患者的术后恢复，它防止了传统象鼻

[3]

直径相对于主动脉直径过大可能与新发夹层有关 。

手术中出现的诸如象鼻血管的扭结和阻塞及栓塞等并

第二，支架结合缝线可以使支架象鼻与主动脉壁之间

发症。在支架象鼻植入远端主动脉后，弓部人造血管吻

贴合得更加牢固，减少内漏发生的风险。术中植入支

合部位破口被完全封闭，从而促进假腔内血栓形成并

架象鼻也具有普通血管腔内支架治疗的特点，可以促

且有利于远端主动脉的稳定。只有1例患者进行了后期

使假腔内血栓形成。本研究表明，76.2%（32/42例）患

胸腹主动脉置换，在随访的38±17个月内没有患者发生

者支架象鼻周围的假腔完全被封闭[急性84.2%（16/19

主动脉破裂，这一结果可能归功于该术式成功地隔绝

例）vs. 慢性，69.6%（16/23例）]，而术后CT显示45.2%

了假腔、促进血栓形成和整个主动脉腔的回缩。

（19/42例）患者的膈肌水平出现完全血栓形成[急性

有2例合并慢性夹层的马凡综合征患者死亡，但与

57.9%（11/19例）vs. 慢性 34.8%（8/23例）]。术后如果

该手术没有直接关系。在伴有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的马

需要接受胸腹主动脉置换也是可行的，因为外科支架

凡综合征患者中进行此手术，假腔供血器官的缺血是

象鼻远端预留有1 cm的血管可供缝合。这也简化了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近期的研究工作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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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种手术方法在慢性夹层患者中是可行的
。在马凡
lumen after implantation of the stented elephant trunk.
This
was also confirmed
by the fact that injury to the spinal cord
综合征患者中，
支架植入术后的血凝块形成相对较为
was not在支架象鼻植入术后，
observed in this group. 假腔内血凝块缓慢形成
缓慢。
Encouraging operative outcomes have been obtained in
的过程中，
patients with促使脊髓侧枝循环的充分建立。
acute and chronic type A dissection 该组病例
using total
arch replacement combined with stented elephant trunk im无1例脊髓损伤发生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7,8,10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rigid chronic
plantation.
在伴有急、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进行全主动
dissected membrane, implantation of the stented elephant
脉弓置换术和支架象鼻手术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
trunk into the distal aorta was feasible if aortic dissection
[7,8,10]
extended
beyond the aortic arch, as illustrated by our
。由于慢性夹层患者具有相对坚硬的血管内膜，
果
imaging
data.
The stented elephant trunk （如我们影像
procedure was
如果主动脉夹层的范围超过了主动脉弓
a good indication for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with
资料所示）
，把支架象鼻植入远端主动脉是可行的。
合
chronic type
A dissection involving the aortic arch.
However, the surgical stent was seen to enter the false
并累及主动脉弓的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的马凡综合征
lumen 是支架象鼻手术的一个很好的指征。
in 4 patients with acute dissection undergoing
the
患者，
但是，在4
stented elephant trunk procedure because of the weakness
例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手术过程中，
由于夹层内
and fragility of the dissecting membran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with
膜非常脆弱，
外科支架进入了血管假腔。
因此，在运用
acute
dissection
when
using
this
technique.
这项技术治疗伴有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的马凡综合征
It is debatable whether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患者时，
需要格外谨慎。
with aortic
dissection benefit from the stented elephant
trunk支架象鼻手术对于合并主动脉夹层的马凡综合征
procedure. After implantation of the stented elephant
trunk into the distal aorta, the intimal
tear in the descending
患者是否有益仍存有争议。
在支架象鼻植入到远端主
aorta where the stented elephant trunk could reach was
动脉后，
在支架所能到达的范围内，
降主动脉上撕裂的
sealed off,
decreasing the pressure of
the false lumen.
Thrombosis of the false 从而减小了假腔内的压力。
lumen occurred with exclusion
of
内膜破口可以被封闭，
假腔
the
large
tear
distal
to
the
end
of
the
surgical
stent
or
endo内逐渐形成血栓可以隔绝支架远端大的内膜破口并阻
leak. Thrombus formation in the false lumen reduced stress
止内漏的发生。
in the aortic wall,假腔内的血栓形成降低了主动脉壁的张
preventing subsequent growth of the distal aorta.
Because of the weakness and fragility
of the aortic
力，
阻止了远端主动脉的进一步扩张。
但是由于主动脉
wall,
dilatation
of
the
distal
aorta
was
observed
in some pa壁的固有的薄弱和脆性，在某些患者仍会观察到远端
4
the
aorta
contintients. As also described
in
a
recent
report,
[4]
。最近的一篇文献报道，
即便假腔内血
的主动脉扩张
ued to dilate despite
coverage of the primary
tear and
thrombosis
of the false lumen.
Second-stage surgery is es栓形成，
原发破口被覆盖，
主动脉仍然会继续扩张。
对
sential
in
some
patients
undergoing
this
procedure
because
于接受该手术的部分患者，由于远端主动脉瘤的持续扩
of aneurysm dilatation of the distal aorta. In comparison
张，
相比于经典的象鼻手术，
支架
with必须进行二期手术。
the classic elephant trunk,
late distal aortic surgery
using
the
stented
elephant
trunk
procedure
is
easy
and
techni象鼻手术后进行后期远端主动脉手术较为容易实施，且
the surgical stent was seen to
cally feasible.24 Although
[24]
在技术上更为可行
。尽管观察到有4例患者的外科支
enter the false lumen in 4 patients, shrinkage of the descend架进入了血管假腔，
但在随访观察期间，
其中有3例仍出
ing aorta was observed
in 3 of 4 patients during
follow-up.
The
true
lumen
exists
in
the
downstream
aorta
distal
to the
现降主动脉的回缩。支架植入的主动脉远端有真腔存
end
of
the
surgical
stent.
Both
lumens
(true
and
false)
were
在。真、假腔内均有血流灌注。这种情况类似于真、
假
perfused. This resembles the situation when a portion of the
腔之间的隔膜被部分切断，
septum between the true and 允许两腔内同时存在灌注。
false lumen is excised to permit
perfusion
of
both
channels.
In addition, we thought this
另外，我们认为这一严重并发症通过仔细的术前评估和
severe
complication
could
be
decreased
after careful assess病例选择是可以减少的。因为在急性期的主动脉壁组
ment and exclusion. Because of the abnormally fragile tis织异常脆弱，
所以选择合适的马凡综合征患者进行手术
sue of the aortic
wall during the acute stage, it is vital to
select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without a preoperative
至关重要，对于外科支架远端降主动脉术前存在内膜破
entry adjacent to the distal end of the surgical stent-graft,
口、近端降主动脉真腔细小、或者夹层假腔形态极度扭
a small false lumen of the proximal descending aorta, or
曲等情况的患者应视为该术式禁忌。
适当减少或
extremely tortuous morphology of the 另外，
false lumen.
Also,
shortening
or
lengthening
the
surgical
stent-graft
to
者延长外科支架长度以增加原发内膜破口与术中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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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之间的距离
（10 between
cm）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
lengthen the distance
the intimal tear and the distal
end of the surgical stent-graft (10 cm long) may be an
option.
结论
CONCLUSIONS
本文叙述的手术方法应用于合并累及主动脉弓的A
The procedure described is feasible in patients with Mar型主动脉夹层的马凡综合征患者是可行的。
由于慢性夹层
fan syndrome with type A dissection involving
the aortic
内膜片相对坚硬，
该术式对于马凡综合征合并慢性A
型夹
arch and is a good choice
for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with chronic type A dissection
because
of the rigid chronic
层患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而，
应用于急性夹层的马凡
dissecting membrane.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综合征患者时应当格外小心，
因为急性期马凡综合征患
paid to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with acute dissection.
者的主动脉壁异常脆弱，
手术适应证的选择至关重要，
对
Because of the abnormally
fragile tissue of the aortic wall
during the acute stage, it is vital to select patients
with Mar于外科支架远端降主动脉术前存在内膜破口、
近端降主动
fan syndrome without a preoperative entry adjacent to the
脉真腔细小、
或者夹层假腔形态极度扭曲等情况的患者
distal end of the
surgical stent-graft, a small false lumen of
应视为该术式禁忌。
仔细、
轻柔地操作对于减少主动脉壁
the proximal descending
aorta,
or extremely tortuous morphology of the false 要进一步明确这种手术方式应用于
lumen. Careful, gentle manipulation
的损伤也非常关键。
to reduce injury to the aortic wall is also crucial. Close
马凡综合征患者的有效性尚需长期密切随访。
long-term follow-up is required to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procedure for patients with Marfa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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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能与应当”的问题
The can–should problem

For
as this
ought,
or ought
not, expresses some所以就必
new
因为这个
“应当”
或“不应当”
既然表示一种关系或判定，
relation
or
affirmation,
‘tis
necessary
that
it
should
需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件看上去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即这种新关
be observed and explained; and at the same time
系是如何从与之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关系推导出来的，也该给出理由。—休
that a reason should be given . how this new relation
谟：
《人性论》1739年 （编者注：这是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提出的
can be a deduction from others, which are entirely
哲学问题，
即“休谟问题”
different
from it. 。它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 “能”与“应当”的区
分，即“能”
并不一定代表
。现代西方医学伦理学常引用
David
Hume,“应当”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休谟问
1739
题”The
来告诫医生，
做的治疗不等价于
“应当”
做的治疗。
place “能”
of endovascular
stent
grafting
in the）treatment

of Marfan syndrome remains unclear; for that matter, so is
the place
of endovascular stent grafting in acute dissection.
血管内支架植入术在马凡综合征的治疗地位尚不明
Accordingly,
the data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are of因此，
interest
确，其对于急性主动脉夹层的疗效更是模棱两可。
该
to the cardiovascular surgical community. Despite ‘‘expert
研究所呈现的数据引起了
心外科领域相关专家的关注和思
consensus’’ that stent grafts
should not be used in patients
with
connective
tissue disorders,
we are结缔组织相关大血
all seeing more pa考。
其一，
当前的“专家共识”
一致认为：
tients
in
whom
they
have
been
used
either
in ignorance然
of
管病变（包括马凡综合征）不应当行血管内支架植入术，
the underlying condition or in emergency salvage condi而，
我们却在不断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在未被告知自己患
tions.
The morbidity associated with descending thoracic
and thoraco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disease occurring
有结缔组织病或是在急诊抢救手术中接受了支架治疗。
其
as a late sequela of dissection is driving application of the
二，近年来对于主动脉弓部病变的手术策略，支架象鼻技术
‘‘frozen elephant trunk’’ operation. These authors have ex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以期避免传统象鼻术后远期降主动脉

及胸腹主动脉瘤样扩张的问题。然而，该研究作者探讨了支
From the Division of Cardiac Surgery,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Boston,
Mass.
From
the Division
of Cardiac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Boston,
Mass.
Address
for reprints:
ThoralfSurgery,
M. Sundt
III, MD, Edward
D. Churchill
Professor
and
D. Churchill
Professor
and
Address
reprints:ofThoralf
Sundt III,
MD, Edward
Chair,for
Division
CardiacM.
Surgery,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55 Fruit
St,
Chair,
Division
of Cardiac
Surgery,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55 Fruit St,
Boston,
MA 02114
(E-mail:
tsundt@partners.org).
02114 (E-mail:
tsundt@partners.org).
J Boston,
Thorac MA
Cardiovasc
Surg 2011;142:e91
J 0022-5223/$36.00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2:e91
0022-5223/$36.00
Copyright  2011 by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
Copyright
© 2011 by The American Assoãation for Thoraãc Surgery
doi:10.1016/j.jtcvs.2011.04.002
doi:10.1016/j.jtcvs.2011.04.002

plored both and conclude ‘‘that this procedure
is feasible.’’
架象鼻技术在马凡综合征患者身上的应用，
并推导出
“这项
The question, of course, is whether it is advisable.
新技术用于马凡综合征患者具有可行性”的结论。问题是，
The authors have followed 44 Marfan patients with acute
这些患者
做，但是否意味着
“应当”做此类手术？
(n ¼ 19)“能”
or chronic
(n ¼ 25) dissection.
Short-term results
were该研究作者观察了44例马凡综合征合并急、
acceptable; importantly, there were no 慢性主动脉
instances of
paraplegia.
Follow-up,
however,
was
only
38
�
17 months.
夹层接受支架象鼻手术的患者，急性夹层19例，慢性夹层25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2 deaths and 1 patient re例。
短期结果可以接受，
无一例发生截瘫。
随访时间只有38
quired
thoracoabdominal
aortic replacement.
Computed to个月，
然而却有死亡2例，
再次胸腹主动脉置换1例。
CT扫描
mographic
scanning demonstrated
thrombosis around
the
stent graft, but below that level in only 45%.
Furthermore,
显示了支架旁假腔内的保护性血栓形成，
但仅有45%的患者
aortic enlargement—the result of true interest—occurred in
有此阳性发现。真正让同行感兴趣的随访结果是预防远端
3 of the 19 patients with acute dissection and 6 of the surviv主动脉的扩张情况，
在19例急性夹层和23例慢性夹层
ing 23 patients with然而，
chronic
dissection. The stent graft extended into the false lumen in 4 of those with acute
的患者中分别有3例和6例患者出现了主动脉瘤样扩张。
而
dissection. The question is, then, is this success?
且，有4例急性夹层患者支架误植入到假腔。至此，另一个问
One runs the risk of appearing a Luddite when criticizing
题出现，
“成功”
的手术么？
the use 这种手术能算作
of novel technology.
And,
of course, it is always
more批评一项新技术时会冒着被戴上
comfortable to sit in the camp of“勒德分子”
conventional 帽子的
wisdom
while
another
has
the
courage
to
challenge
dogma.
It is not
风险（编者注：勒德分子泛指厌恶新技术的人）。当然，
在
my aim to impune the authors’ efforts to advance the treat他人鼓足勇气挑战教条时，
选择
“世间慧”
的阵营是安全舒
ment of this challenging group of patients. We do, however,
适的
（编者注：
哲学用语，
指大众的普遍观点
）。我
need
to draw 世间慧，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rapy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experimental’’ and most appropriate in the set们著此评论其目的并非批判该研究作者在面对这群高危患
ting of a carefully monitored prospective study, and a new
者时所做的努力。然而，我们必须要区分，什么是“试验性”
standard of care. What is apparent is that we can perform
治疗
什么是标准化治疗
；而这种“试验性”
治疗理应出现
this，procedure.
What remains
unknown is
whether we
should.
在严格监督管理的前瞻性研究中，
而不是临床数据的回顾

分析。显而易见，这种手术我们“能”做，但“应当”做吗？

（杨 剑 译 易定华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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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摘要）

REV手术的远期疗效
Long-term results of the REV (réparation à l’ètage ventriculaire) operation
Duccio Di Carlo, Biagio Tomasco, Laurence Cohen, Pascal Vouhé, Yves Lecompte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审校

目的：尽管REV手术（Lecompte 手术）是创新术式，但在大动脉转位合并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及其有关畸形的
治疗中，未能得到广泛应用，首选术式仍是Rastelli手术。研究者试图避免因缺乏远期随访效果而不愿采用这一新
术式的观念。
方法：回顾总结了1980～2003年间205例REV手术患者的远期效果。
结果：住院死亡率为12%（24例）。在181例早期存活者中，10例因居住于边远地区未能随访。晚期死亡13例（其中2例死
亡与心脏无关）。应用Kaplan–Meier法测算，术后25年的总体生存率为85%，免于再手术率为45%。需要再手术的原因，
右室流出道再梗阻最多见（36例），极少数为左室流出道狭窄（3例）。采用累积法分析，术后25年随访期间，生存者不
需要再手术可能性为45%，右室流出道梗阻需再手术的可能性为33%，左室流出道梗阻需再手术可能性为5%。患者的
临床状况极好，137例患者（87%）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I级（NYHA分级），131例患者无心律失常。
结论：在生存率和因右室或左室流出道梗阻需再手术率方面，REV手术效果明显优于Rastelli手术。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2: 336-343)

生物瓣膜在肺动脉位置的耐久性：
181例先天性心脏病生物瓣置入者的长期随访结果
Durability of bioprosthetic valves in the pulmonary position: Long-term followup of 181 implants in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eul Lee, Chun Soo Park, Chang-Ha Lee, Jae Gun Kwak, Soo-Jin Kim, Woo-Sup Shim, Jin Young Song,
Eun Young Choi, Sang Yun Lee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审校
目的：生物瓣在肺动脉位置的耐久性尚不明确。我们观察了生物瓣在肺动脉位置的耐久性和有关生物肺动脉瓣衰
败的危险因素。
方法：1993年至2004年，用生物瓣行肺动脉瓣置换术181例，不包括用带瓣管道或同种异体瓣膜的患者。平均年
36

龄14.2±9.8岁，人工瓣平均直径为23 mm（范围：19～27 mm）。应用的生物瓣类型包括：Hancock II（83例）、
Perimount（53例）、无支架瓣（23例）、 Car pentier-Edwards 猪瓣（18例）、其他生物瓣（4例）。
结果：早期死亡3例，晚期死亡7例。随访率88.6%，随访时间平均7.3±2.9年。43例需再次肺动脉瓣置换。5年和10年
免于再次肺动脉瓣置换率分别为93.9%±1.9%和51.7%±8.6%。5年和10年无瓣膜衰竭和瓣膜失功的总体发生率分别
为92.2%±2.1%和20.2%±6.7%。多变量分析显示，低龄期手术、确诊为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和应用无支架瓣
膜是再次肺动脉瓣置换的危险因素。
结论：生物瓣在肺动脉位置的耐久性不够满意。术后5年瓣膜功能持续稳定，然而，术后10年时，大约80%的患者因
瓣膜失功需再次手术。根据我们的经验，无支架瓣膜的耐久性弱于带支架瓣膜。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2: 351-358)

胸外科手术（摘要）

食管支架治疗吻合口瘘和穿孔
Esophageal stents for anastomotic leaks and perforations
Jonathan D’Cunha, Natasha M. Rueth, Shawn S. Groth, Michael A. Maddaus, Rafael S. Andrade

孙大强 译 张逊 审校

目的：胸内的食管吻合口瘘和穿孔是致命的并发症，其处理具有挑战性。食管支架在治疗这些患者时发挥了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现将我们放置支架治疗吻合口瘘和穿孔的经验进行报告，以期提供一种治疗手段。
方法：我们回顾了从2005年3月至2009年8月以食管支架治疗的食管吻合口瘘或食管穿孔的患者。使用前瞻性数
据库用于资料的收集。治疗成功的定义为镜下缺损闭合、食管造影阴性、重新经口进食。治疗失败的定义为缺
损尺寸没有改变或者临床上仍有感染体征。我们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收集和分析患者的人口特征、诊断、临床
病史和放置支架后的转归。
结果：共37例患者放置了食管支架，其中吻合口瘘22例、穿孔15例。从初次手术到诊断为吻合口瘘或穿孔的中位时间
为6天（0～420天）。19例（51%）患者进行了21项相关治疗。共放置支架94个（平均2.7个/每例患者），16例（43%）患
者进行了一次以上的支架放置（平均1.8次/每例患者）。食管完整性恢复的中位时间为33天（7～120天）。共有22例成
功（59%），2例继发于脓肿未能引流而失败。在最近治疗的15例患者中，只有2例失败（成功率88%）。所有患者均无
缩窄发生。3例患者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支架侵蚀、瘘口增大、致命的胃主动脉瘘）。
结论：食管支架在治疗吻合口瘘和穿孔方面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其成功有赖于对病灶部位适当的操作以及医生
的经验。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2:39-46.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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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内膈肌起搏术：法国10年的经验
Intrathoracic phrenic pacing: A 10-year experience in France
Françoise Le Pimpec-Barthes, Jésus Gonzalez-Bermejo, Jean-Pierre Hubsch, Alexandre Duguet, Capucine
Morélot-Panzini, Marc Riquet, Thomas Similowski

孙大强 译 张逊 审校

背景：对于某些正压通气的患者，特别是高位脊髓核损伤的患者，膈肌起搏是一种可选择的治疗手段。我们评估了
视频辅助的经胸腔镜进行胸内膈肌起搏术（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VATS）的效果。
方法：从1997年至2007年，在进行了全面的神经肌肉评价之后，20例需要全天通气支持的患者接受了胸内膈肌起搏
术（19例为外伤造成四肢瘫痪，1例为先天性中枢性通气不足综合征）。四极袖式电极通过双侧VATS被固定于两侧
膈神经附近。它们与皮下的无线电脉冲接收仪相连接，这个接收仪接收体外的发射器所发出的无线电脉冲信号。在
植入后2周，对患者的刺激信号进行再调整，直至其能够脱离通气支持。
结果：在全部患者中，膈肌起搏刺激均取得成功。无手术并发症和围手术期死亡。术中检测发现了19例患者的刺激
阈值（范围：0.05～2.9 mA）。18例患者脱离了通气支持。中位信号调整时间为6周（2周～11个月）。1例年轻女性患者
仍在进行信号的再调整，1例有4年四肢瘫痪病史的老年女性患者未达到效果。所有脱离机械通气支持的患者其生
活质量均有改善。不可逆的膈肌萎缩是没有或者延迟出现膈肌有效收缩的原因。
结论：在膈神经周围用胸腔镜植入四极电极的手术是安全的。脱机与否与膈肌的萎缩程度相关。在神经和骨性脊
柱固定之后，尽早进行膈肌起搏术，是达到成功脱离通气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预后的因素。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2: 378-383)

肺叶切除可以使早期小细胞肺癌患者获得最佳生存：来自一项回顾性分析
Lobectomy leads to optimal survival in early-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John M. Varlotto, Abram Recht, John C. Flickinger, Laura N. Medford-Davis,
Anne-Marie Dyer, Malcolm M. DeCamp

孙大强 译 张逊 审校
目的：I 期或Π期小细胞肺癌很少见。我们评价早期小细胞肺癌的发生率，以明确一种最佳的局部治疗手段。
方法：我们根据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的资料库，分析了从1988年至2005年的2214例早期小细胞肺癌患者
（1690例I 期患者，524例Π期患者）的发病情况、治疗方式和预后。
结果：在2003年之前，早期小细胞肺癌的比例在全部小细胞肺癌（3%～5%）、肺癌（0.10%～0.17%）、I期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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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中保持稳定。但在2005年，这一比例显著上升，分别达到7%、0.29%和2.2%（P <0.0001）。早期小细胞肺癌
的手术率在1990年达到高峰，占47%；到2005年下降至16%。接受了肺叶切除或更多切除而未进行放疗的患者的中位生
存时间为50个月，长于那些接受了亚肺叶切除而未进行放疗的患者（30个月，P =0.006）或者单独采用放疗的患者（20个
月，P <0.0001）。接受了亚肺叶切除而未进行放疗的患者比那些单独接受了放疗的患者也有生存优势（P =0.002）。在有
限的切除之后是否进行放疗对患者生存影响并无差异（30个月vs. 28个月，P =0.6）。多因素分析发现，影响生存的独立
因素包括年龄、诊断时间、肿瘤大小、分期以及治疗方式（肺叶切除vs.亚肺叶切除vs.单独放疗）。
结论：外科手术在治疗小细胞肺癌方面的应用过少。肺叶切除提供了一种最佳的局部治疗手段，可以给患者带来更
好的生存。尽管亚肺叶切除的效果低于肺叶切除，但相对于单独放疗仍具有生存优势。在切除之后附加放疗并未
提供额外的益处。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2:538-546)

获得性心血管病（摘要）

越早越好：29 659例择期心脏手术患者的年龄-肌酐-射血
分值评分预测手术死亡风险
The easier, the better: Age, creatinine, ejection fraction score for operative mortality
risk stratification in a series of 29,659 patients undergoing elective cardiac surgery
Marco Ranucci, Serenella Castelvecchio, Massimiliano Conte, Gianluigi Megliola, Giuseppe Speziale, Flavio Fiore,
Fabio Guarracino, Sabino Scolletta, Ricardo Martinez Escobar, Mauro Falco, Elena Bignami, Giovanni Landoni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审校

目的：最近研究显示，根据年龄、术前肌酐值、射血分值，很容易做出年龄-肌酐-射血分值评分，以预测择期心脏手
术患者的手术死亡率。本研究在大规模多中心研究中验证年龄-肌酐-射血分值评分的有效性。
方法：本研究分析了2004～2009年间14家意大利心脏中心连续29 659例择期心脏手术患者的大量资料。记录整个人群和
根据手术危险因素分组患者亚组的手术死亡率（30天内死亡率）。用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的附加评分（additive）
和逻辑评分（logistic）、年龄-肌酐-射血分值评分来预测手术死亡率。测试不同评估模型的准确度和临床应用。
结果：研究观察的实际手术死亡率为2.77%（95% CI：2.59～2.96）。年龄-肌酐-射血分值评分的预测手术死亡率为
2.84%（95% CI：2.79～2.88）
（与实际手术死亡率无显著性差异），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附加评分的预测
死亡率为6.26%，逻辑评分的预测死亡率为9.67%（两者均显著高估死亡率）。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高估了
所有10级危险分布法的危险分级死亡率。对于极低危患者，年龄-肌酐-射血分值评分略微高估其死亡风险，而对
于极高危患者则显著低估其死亡风险，对7/10级危险患者估测正确。年龄-肌酐-射血分值评分的准确性可以接受
（AUC=0.702）。如排除无手术死亡率的研究中心后进行区别分析，曲线下面积（AUC）增至0.74，这些AUC值大致
相当或劣于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AUC值。
结论：年龄-肌酐-射血分值评分的准确水平与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相媲美，且临床应用更具优势。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2: 58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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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创伤保守治疗的地位：
保守治疗、外科治疗和腔内治疗的远期效果比较
Role of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in traumatic aortic injury:
Comparison of long-term results of conservative, surgical, and endovascular treatment
Victor X. Mosquera, Milagros Marini, José M. Lopez-Perez, Javier Muñiz-Garcia, José M. Herrera,
Ignacio Cao, José J. Cuenca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审校
目的：此研究旨在比较急性主动脉创伤患者行保守治疗和外科治疗或腔内治疗的早期、晚期生存率及心血管并发
症发生率。
方法：1980年1月至2009年12月，66例急性创伤性主动脉损伤患者，按照入院时的治疗意向分为3组：37例行保守治
疗（保守治疗组），22例行外科手术（外科手术治疗组），7例行腔内治疗（腔内治疗组）。3个治疗组在性别、年龄、
损伤严重度评分（Injury Severity Score，ISS）、改良创伤评分（Revised Trauma Score，RTS）和创伤严重程度评分
（Trauma Injury Severity Score，TISS）相似。
结果：住院死亡率在保守治疗组为21.6%，外科治疗组22.7%，腔内治疗组14.3%（P =0.57）。住院期间主动脉相关
并发症仅在保守治疗组内发生。中位随访时间为75个月（范围：5～327个月）。保守治疗组的1、5、10年生存率分别
为75.6%、72.3%、66.7%。外科手术治疗组的1、5、10年生存率均为77.2%，而腔内治疗组的1、5年生存率为85.7%
（P =0.18）。外科手术治疗组或腔内治疗组没有因主动脉相关并发症而需再次干预治疗者，而在随访期间，保守
治疗组37.9%的患者因出现主动脉相关并发症而需要手术或导致患者死亡。保守治疗组无主动脉相关并发症患者
的1、5、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3%、88.5%和51.2%。Cox回归分析证实，主动脉损伤的最初损伤类型（HR，2.94；

P =0.002）和入院时TISS与ISS之比（TS/ISS）大于50%（HR=1.49，P =0.042）是发生主动脉相关并发症的危险因
素。保守治疗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有两个高峰，分别发生在钝性胸部外伤后的第1周和第1～3个月内。
结论：胸主动脉腔内支架是治疗急性主动脉创伤合并多脏器创伤的革命性技术，可降低住院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
率。经仔细选择患者，行保守治疗仅可提供可接受的生存率，但这些患者的自然病史显示有显著的发生远期主动脉
相关并发症趋势，从而证明，低危患者也应行腔内治疗。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2: 614-621)

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修复术
Repair of ascending and transverse aortic arch
Hazim J. Safi, Charles C. Miller III, Taek-Yeon Lee, Anthony L. Estrera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审校

目的：本报告是对本中心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修复经验的更新，重点强调保护措施，包括逆行脑灌注、血流量和神
经系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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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1991年1月至2010年2月期间1193例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动脉瘤患者的资料。
结果：30天死亡率为9.3%，但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正常患者的30天死亡率为3%。单变量
死亡危险因素分析显示，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大于72岁）
（死亡率，14.8%；P =0.002）、患有冠状动脉疾病（死亡率，
13.5%；P =0.02）、急性主动脉夹层（死亡率，13.9%；P =0.004）、急诊手术（死亡率，16.1%；P =0.0001）、肾功能为3个
GFR最低四分位数值（随着GFR的降低，死亡率分别为6.9%，P =0.03；10%，P =0.0005和18.3%，P =0.0001）。体外循
环最高四分位数（>179分钟）的死亡率18.1%（P =0.0001）。总体卒中率为3%。对单变量卒中危险因素分析显示，行逆
行脑灌注患者的卒中率为2.8%，未行逆行脑灌注患者的卒中率为4.2%（P =0.30）。若停循环时间超过40分钟，行逆
行脑灌注患者的卒中率为1.7%，未行逆行脑灌注患者的卒中率为30%（P =0.002）。卒中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大于62岁
（卒中率，4%；P =0.04）、高血压（卒中率，3.7%，P =0.03）、急诊手术（卒中率，4.9%；P =0.04）、GFR小于56（卒中
率，4.3%；P =0.05）。卒中危险因素的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1.04，P =0.008）和急诊手术（OR=2.17，

P =0.03）为危险因素。
结论：逆行脑灌注有降低住院死亡率的趋势，对于深低温停循环时间较长患者，还可降低卒中发生率。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2: 630-633)

围术期处理（摘要）

出血和凝血障碍的管理
Bleeding and management of coagulopathy
Roman M. Sniecinski, Jerrold H. Levy

金振晓 译 易定华 审校

摘要：心脏外科手术后出血会增加患者的住院时间和死亡率，仍然是心脏外科围术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术后出血的
原因很多，包括血液稀释、持续的纤维蛋白溶解过程和血小板功能障碍。由于标准凝血功能检验需要较长时间才
能获得结果，凝血障碍的实验室评估并不能满足临床需要。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法都是针对某一时间点凝血功能
的评估，包括血栓弹力图和血栓弹力计两种，都能指导临床，减少输血。大量输血导致的凝血障碍常见于创伤、复
杂大动脉外科手术和其他大出血的患者，这时，应考虑采用某种输血方案，如按照一定比例和顺序输入新鲜冰冻血
浆、血小板和红细胞。抗纤维蛋白溶解药物很常用，但使用方法与管理的规范很重要。重组和纯化凝血因子产品是
特定凝血因子缺乏导致出血的特效药。本文就心外科患者术后出血和凝血障碍的管理提出一个综合的多角度的治
疗策略。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2: 66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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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展及基础科学（摘要）

心腔镜引导下外科手术：心脏跳动直视下心内二尖瓣及三尖瓣修复术
Cardioscopy-guided surgery: Intracardiac mitral and tricuspid valve repair
under direct visualization in the beating heart
Akira Shiose, Tohru Takaseya, Hideyuki Fumoto, Tetsuya Horai, Hyun-Il Kim, Kiyotaka Fukamachi,
Tomislav Mihaljevic

顾春虎 译 易定华 审校

目的：心腔镜（cardioscopy）是一种新的影像学方法，能够在不开胸的情况下通过实时纤维光学影像技术观察心腔内
结构。本研究验证了心腔镜作为心脏跳动下二尖瓣及三尖瓣修复术平台的安全及可行性。
方法：通过胸骨正中切口开胸手术，对10头小牛建立体外循环。通过肺动脉注入乳酸林格液，减少肺血管床的残留血流
量，同时通过左室插管进行引流。通过左心室，插入纤维心腔镜及其半透明的外鞘。通过外鞘持续进行冲洗以获得清晰
的视野。应用内镜夹子对二尖瓣及三尖瓣进行缘对缘修复。进行二尖瓣钳夹后，将心腔镜插入右心室。从右心房注入冲
洗液并通过肺动脉引流，完成三尖瓣修复术后，逐步撤除受试动物的体外循环。
结果：所有10例受试动物均成功进行了双瓣膜修复术。所有受试动物（小牛）仅应用多巴酚丁胺便撤除了体外循
环。整个手术过程中红细胞比容值维持良好（术前29.0%±3.1% vs. 术后28.5%±3.6%，P =0.70）。
结论：本研究证实了通过心腔镜辅助，在心脏跳动下进行瓣膜修复术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心腔镜为将来在心脏跳
动下进行直视手术及介入治疗提供了良好平台，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2: 1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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