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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Review

主动脉弓夹层及其他主动脉弓疾病杂交手术临床预后的系统综述

目的：目前关于主动脉弓部杂交修复术临床预后的数据很少，特别是关于主动脉夹层患者的数据。本项综述旨在
汇总分析主动脉弓夹层及其他主动脉弓疾病相关杂交手术操作的围术期死亡率和神经系统症状预后。
方法：系统检索和综述 2002~2011 年间主动脉弓部杂交手术的研究。终点为围术期死亡、卒中和脊髓缺血。
结果：共纳入 50 项研究的 1886 例患者。围术期死亡率范围为 1.6%~25.0%，汇总事件发生率为 10.8% [95% 可信
区间（conﬁdence intervals，CI），9.3%~12.5%]。围术期卒中（无论严重程度）发生率范围为 0.8%~25.0%（汇总
发生率为 6.9%，95% CI：5.7%~8.4%），永久或暂时的脊髓缺血发生率范围为 1.0%~25.0%（汇总发生率为 6.8%；
95% CI：5.6%~8.2%）。神经系统并发症风险受到手术时机和样本量的影响，最近发表和研究中心数量较多的研
究中发生率下降，而死亡率则没有受到影响。夹层患者的围术期死亡、卒中和脊髓缺血的发生率分别为 9.8%（95%
CI：7.7%~12.4%）、4.3%（95% CI：3.0%~6.3%）和 5.8%（95% CI：4.2%~7.9%）。累及升主动脉的夹层患者死
亡率更高（15.1% vs. 7.6%；比值比 =2.8；95% CI：1.17~6.7；P =0.021），但是卒中或脊髓缺血的神经系统并发
症风险没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主动脉弓部杂交手术的围术期死亡和神经系统并发症风险不容忽视。最近发表和样本量较大的研究中神经
系统并发症风险下降，并且主要发生于主动脉弓夹层修复患者。但是目前关于主动脉弓部杂交手术的数据主要来
自小样本的病例报告或者回顾性分析，结果差异较大。(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 144:1286-1300)

治疗得到改善。然而当病变累及主动脉弓时，常规的
血管腔内治疗技术就会面临挑战。
联合开放外科手段的弓部腔内隔绝术（又称为主
主动脉弓部疾病的手术治疗仍然面临挑战。尽管

动脉弓“杂交”修复手术）最近开始应用于某些特定

手术技术已经显著提高，但是常规治疗中的围术期死

患者中，被认为可有效降低手术相关死亡率和并发症

亡率和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仍很高。此外，许多患

发生率 [1,2]。但是目前其相关临床数据很少（特别是夹

者会因为存在显著合并疾病而拒绝手术治疗。

层患者的数据）。此外，主动脉弓杂交手术存在几种

胸主动脉支架植入近期的进展使胸主动脉疾病的

不同的操作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各种主动脉弓部杂交手术策略用于
主动脉弓修复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综述，并对患者围
术期临床预后（死亡率和神经系统并发症）进行汇总
分析（特别是应用于主动脉夹层患者时）。

方法
检索策略
通过文献检索确定既往 10 年内发表的所有报告
主动脉弓部疾病杂交手术治疗的研究。通过计算机检
索 Ovid 和 MEDLINE 数 据 库 中 2002 年 1 月 至 2011
年 11 月 间 的 英 文 文 献。 检 索 关 键 词 为“hybri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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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tat，Englewood，NJ） 进 行 荟 萃 分 析。 主 要 评 估

缩写及缩略词

结果为围术期（30 天或住院期间）的神经系统并发症

= 95% 可信区间

（卒中和脊髓缺血）发生率和死亡率。采用事件发生率、

= 比值比

范 围 及 相 应 的 95% 可 信 区 间（conﬁdence intervals，
CI）来描述来自所有入选研究的汇总数据。

“debranching” with “aortic arch”、“endovascular”

对 3 种杂交修复手术类型（去分支、冰冻象鼻和

and “dissection”。此外还对检索到的文章和综述中的

支架象鼻）亚组分别进行单独分析。此外还对临床结

参考文献相关内容进行人工评估。

果明确的主动脉夹层亚组患者进行了单独分析。为了
评估结果是否会受到手术时间和研究中心数量的影响，
我们将数据按照发表年份（2007 年之前和 2007 年之后

研究选择
研究入选标准：

发表的研究）以及研究中心样本量（≥ 20 和 <20 例患

● 包含开放手术联合腔内修复主动脉弓；
● 纳入至少 5 例采用这种治疗方法的患者；

者）分别进行了重复分析。

● 报告了临床预后。
在某些文章中，杂交手术治疗仅作为一个亚组，

使用 χ² 检验和 Fisher 精确检验分析不同分区亚组
之间的并发症构成比差异。结果发生率、相应的比值

并且没有给出其详细信息。我们仅纳入对这些患者进

比（odds ratios，OR）和事件发生率之间的差异使用

行单独描述或能从文章中得到有意义数据的文献。

95% CI 表示。

针对比较 Z1 区和 Z0 区结果的研究进行二次分析。

排除包含重复数据的研究，同一作者发表的研究

结果

采用最新或报道最详尽数据者进行分析。
我们尽量使用主动脉夹层患者的单独临床结果。
然而许多文献将主动脉瘤和夹层的临床结果合并报告，
并没有夹层队列患者的单独数据。此外，急性、亚急

检索结果
通过文献检索确定了 153 篇候选文献（图 1）。74

性和慢性分类，以及 Stanford A 型和 B 型夹层患者的

篇与本文的研究目的相符。其中 16 篇因重复且未详述

结果经常是合并报告的。仅在主动脉夹层亚组存在明

临床结果而被排除。6 篇因为是对其他研究的综述而被

确的临床信息时，才对其数据进行单独分析。

排除，2 篇因未提供详细结果而被排除。对其余 50 篇
可用文献（共 1886 例患者）进行了分析（入选和排除

定义
因为杂交技术随锚定部位和病变累及范围的不

研究的完整列表仅列于电子版参考文献）。
入选研究的主要特征见表 1~4[2.5-E53]。纳入的研究

同存在多种方案，我们对 3 种用于主动脉修复的杂

大多为回顾性研究，没有 1 级证据文献。大多数文献

交手术方案分别进行了分析：即“主动脉弓去分支”、

都包含多种类型主动脉弓部疾病的各种杂交修复治疗

“冰冻象鼻”和“支架象鼻”手术联合胸腹主动脉

方式。此外，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将急诊和择期手术的

腔内修复

[1]

结果分开描述。最后，某些文献主要关注高危患者（不

。

根据 Mitchell/Ishimaru 法确定主动脉弓的锚定区：

适合开放手术），而其他研究则将高风险和一般风险

Z0 区靠近无名动脉近端，Z1 区包括左颈总动脉的起始

患者合并进行分析，并且不是所有研究都明确区分患

部，Z2 区包括左锁骨下动脉，Z3 区包括左锁骨下动脉

者风险以单独评估结果。

[3]

远端与降主动脉起始部之间，Z4 区包括降主动脉 。

27 项研究（n=642）主要关注去分支技术 [2,13-15,20-E42]，
17 项研究（n=1103）主要关注冰冻象鼻技术 [5-12,16-19,E43-E47]，
9 项研究（n=141）主要关注支架象鼻技术 [15,E34,E35,E48-E53]。

统计分析
从各项研究中提取的数据均输入专门设计的

如果某项研究同时提供了不同类型技术（去分支、

数 据 集， 并 根 据 已 发 表 的 既 有 文 献 信 息 合 成 指 南

冰冻象鼻和支架象鼻）的亚组信息，则提取每个特定

（Moose）进行汇总和分析。研究质量的评估根据正

亚组的数据并单独进行分析。共有 3 项研究同时提供

式的评价检查表来进行 。使用专门的统计软件包

了去分支和支架象鼻技术的临床结果 [15,E34,E35]。在另一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Package，version 2；

项研究中，研究者将不同的人群接受了冰冻象鼻的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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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确定 153 篇
文献

提取摘要后
排除 79 篇

选择 74 篇可能
相关的文献

排除 24 篇

纳入 50 篇相关文献进行本项综述
·其中 3 篇包含多种手术技术结果数据

-16 篇重复
-6 篇综述
-2 篇数据缺失

27 项去分支技术研究
·其中 3 项同时提供了
支架象鼻技术结果

5 项发表于
2007 年之前
22 项发表于
2007~2011 年

9 项支架象鼻技术研究
·其中 3 项同时提供了去分支
技术结果

17 项冰冻象鼻
技术研究

7 项发表于
2007 年之前
10 项发表于
2007~2011 年

12 项样本量＜ 20
15 项样本量≥ 20

4 项样本量＜ 20
13 项样本量≥ 20

4 项发表于
2007 年之前
5 项发表于
2007~2011 年

6 项样本量＜ 20
3 项样本量≥ 20

17 项包含夹层
患者数据

3 项发表于
2007 年之前
17 项发表于
2007~2011 年

7 项样本量＜ 20
10 项样本量≥ 20

图 1 检索策略

同临床结果分别进行了单独分析 [12]。

汇总事件率为 10.8%（95% CI：9.3%~12.5%）。关注

来自 17 项研究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急 / 慢性，
或者 A/B 型主动脉夹层

[2,5-20]

。19 项研究详细描述了

去分支技术的 27 项研究的死亡率范围为 2.0%~23.7%，
汇总事件率为 11.9%（95% CI：9.4%~15.1%）[2,13-15,20-E42]

锚定区 [2,13,14,E21-E28,E30,E31,E33,E34,E36,E37,E41,E53]。

（图 2A）。

结局

围 为 1.7%~18.2%， 汇 总 事 件 率 为 9.8%（95% CI：

报告冰冻象鼻技术的 17 项研究围术期死亡率范
图 2~ 图 4 显示了各项研究的主要结果数据和汇总

8.0%~11.9%）[5-12,16-19,E43-E47]（图 2B）。
报告支架象鼻技术的 9 项研究围术期死亡率范

后的数据。
死亡率（图 2） 围术期死亡率范围为 1.6%~25.0%，

围 为 1.6%~25.0%， 汇 总 事 件 率 为 13.2%（95% CI：

表 1 夹层患者临床特征
30 天或住院期间
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夹层（n）

总计（n）

A型

B型

急性

死亡

卒中

脊髓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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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去分支组患者临床特征（I 组）
第一作者

高危

急诊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发表
R/P 年份

研究
年限

总计

去分支

男 / 女 年龄

部分或全
部去分支

1/2 期

夹层

分区
0, 1, 2

~
~
~
~
~
~
~
~
~
~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
~
~
~
~
~
~
~
~
~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
~
~
~

R ：回顾性研究；P ：前瞻性研究；NR ：未登记。

7.8%~21.4%）[15,E34,E35,E48-E53]（图 2C）。
神经系统症状结果（图 3 和 4） 围术期卒中（无

论何种程度）发生率范围为 0.8%~25.0%，汇总事件
率 为 6.9%（95% CI：5.7%~8.4%）。 去 分 支 组 中 的

表 3 冰冻象鼻组患者临床特征（II 组）
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研究年限

总计（N） FELT（N） 年龄

男/女

R/P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
注册
注册

FELT ：冰冻象鼻；R ：回顾性研究；P ：前瞻性研究。y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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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

急诊

否
否
否
急症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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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象鼻支架组患者临床特征（III 组）
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

研究年限

总计 ET
（n） （n）

年龄

男/女

R/P

高危
是

年
~
~
~
~
~
~
~
~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夹层

分区 0, 1, 2

急诊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

=

=

=

=

=

=

=

=

R ：回顾性研究；P ：前瞻性研究。ET ：象鼻支架。

卒 中 发 生 率 范 围 为 0.8%~18.8%（7.3%；95% CI：

围术期脊髓缺血（包括永久和暂时性）事件发生

5.3%~10%），冰冻象鼻组为 1.0%~16.0%（6.2%；95%

率范围为 1.0%~25.0%，汇总事件率为 6.8%（95% CI：

CI：4.8%~8.0%），支架象鼻组为 1.6%~25.0%（10.9%；

5.6%~8.2%）。 去 分 支 组 为 1.0%~14.3%（4.3%；95%

95% CI：5.8%~19.7%）（图 3A~C）。

CI：2.8%~6.4%），冰冻象鼻组为 1.3%~25.0%（7.9%；

去分支技术组围术期死亡率
研究

围术期死亡率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上限

Z值

P值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图 2 主动脉弓杂交修复术的围术期死亡率。A：去分支技术；B：冰冻象鼻；C：支架象鼻。CI ：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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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象鼻组围术期死亡率
研究

围术期死亡率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Z值

上限

P值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支架象鼻组围术期死亡率
研究

围术期死亡率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Z值

上限

P值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图2续

95% CI：6.3%~9.9%）， 支 架 象 鼻 组 为 1.6%~14.3%

可供分析 [2,5-20]。夹层患者的临床特征见表 1。接受杂

（7.2%；95% CI：3.5%~14.5%）（图 4A~C）。

交手术夹层患者的围术期死亡率范围为 0.0%~14.3%，

夹层（图 5A~C） 共有 828 例接受手术治疗的主

汇 总 事 件 率 为 9.8%（95% CI：7.7%~12.4%）。 围 术

动脉夹层患者（包括 A/B 型，急 / 慢性）的结果数据

期神经系统并发症：卒中发生率为 0.0%~12.5%，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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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分支技术组围术期卒中发生率
研究

围术期卒中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上限

Z值

P值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图 3 主动脉弓杂交修复术的围术期卒中发生率。A：去分支技术；B：冰冻象鼻；C：支架象鼻。CI ：可信区间。

事件率为 4.3%（95% CI：3.0%~6.3%），脊髓缺血发

和 2.8%（95% CI：4.0%~17.2%），而最近的研究中则

生率为 0.0%~12.2%，汇总事件率为 5.8%（95% CI：

分别为 10%（95% CI：7.8%~12.8%）、4.2%（95% CI：

4.2%~7.9%）。

2.9%~6.2%）和 5.9%（95% CI：4.3%~8.1%）。

按发表年份分析 将所有文献的发表年份以 2007 年

在去分支亚组中，早期研究的汇总死亡率、卒中

为界分成两部分后，汇总的结果显示大多数最近的研究

发生率和脊髓缺血发生率分别为 12.7%、6.5% 和 5.1%，

中死亡率并没有降低，而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存在下

而 最 近 的 研 究 分 别 为 11.8%，7.4% 以 及 4.2%； 冰 冻

降趋势，但是各亚组的样本量均较小。2007 年以前发表

象鼻组早期研究中汇总死亡率、卒中发生率和脊髓缺

的 16 项研究的汇总死亡率、卒中发生率和脊髓缺血发生

血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8.5%、8.8% 和 16.4%， 而 最 近 的 研

率分别为 11.4%（95% CI：7.9%~16.2%）、9.9%（95% CI：

究中分别为 10%、5.9% 和 6.3%；支架象鼻组的早期

6.4%~15.1%）和 12.7%（95% CI：8.7%~18.4%）；2007 年

研究汇总死亡率、卒中发生率和脊髓缺血发生率分别

以后发表的文献中则分别为10.7%
（95% CI：8.1%~12.5%）
、

为 15.8%、18.8% 和 10.5%， 而 最 近 的 研 究 中 分 别 为

6.4%（95% CI：5.2%~7.9%）和 5.6%（95% CI：4.5%~7.0%）
。

11.0%、5.6% 和 4.4%。

对夹层患者进行的单独分析显示，早期研究中此类患者

按样本量分析 为了验证大样本是否影响研究结

的汇总死亡率、
卒中发生率和脊髓缺血发生率分别为7.2%

果，我们对小样本（<20 例）和较大样本（≥ 20 例）

（95% CI：2.7%~17.7%）、5.8%（95% CI：1.1%~24.9%）

的研究分别进行了分析。大样本量研究中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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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象鼻组围术期卒中发生率
研究

围术期卒中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Z值

上限

P值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支架象鼻组围术期卒中发生率
研究

围术期卒中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Z值

上限

P值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图3续

并发症发生率似乎更低（尤其是卒中），但是死亡

为 10.7%（95% CI：9.1% ~12.5%）、6.1%（95% CI：

率没有差异。22 项小样本研究的汇总死亡率、卒中

5.0%~7.6%） 和 6.4%（95% CI：5.2%~7.9%）。 在 针

发 生 率 和 脊 髓 缺 血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11.4%（95% CI：

对夹层患者的研究中，小样本研究的汇总死亡率、卒

7.9%~16.3%）、11.2%（95% CI：7.4%~16.6%）和 8.9%

中发生率和脊髓缺血发生率分别为 9.1%（95% CI：

（95% CI：5.6%~13.8%）， 较 大 样 本 研 究 中 则 分 别

4.4%~17.9%）、7.0%（95% CI：2.7%~17.3%）和 4.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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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分支技术组围术期脊髓缺血发生率
研究

围术期截瘫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上限

Z值

P值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去分支

图 4 主动脉弓杂交修复术的围术期脊髓缺血发生率。A：去分支技术；B：冰冻象鼻；C：支架象鼻。CI ：可信区间。

（95% CI：1.5%~13.4%），而较大样本研究中则分别
为 9.9%（95% CI：7.7%~12.7%）、4.0%（95% CI：

分区（图 6A~C） 针对杂交手术锚定区 Z0 和 Z1
的对比进行了二次分析。在本项分析中，排除了其他

2.6%~5.9%）和 5.9%（95% CI：4.3%~8.1%）。

锚定区的分析。共纳入 19 项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去分支组中，小样本研究的汇总死亡率、卒中
发生率和脊髓缺血发生率分别为 10.2%、9.6% 和 5.6%，

其中 187 例患者锚定于 Z0 区，202 例患者锚定于 Z1
区 [2,13,14,E21-E28,E30,E31,E33,E34,E36,E37,E41,E53]。

而较大样本研究则分别为 12.5%、6.5% 和 3.8%；冰冻

锚定于 Z0 区围术期的汇总死亡率为 15.1%（95%

象鼻组中小样本研究的汇总死亡率、卒中发生率和脊

CI：10.3%~21.5%）， 而 锚 定 于 Z1 区 为 7.6%（95%

髓缺血发生率分别为 10.7%、10.2% 和 18.2%，而较大

CI：4.3%~3.0%），锚定于 Z0 区的死亡风险显著更高

样本研究分别为 9.8%、6.1% 和 7.3%；支架象鼻组中

（OR=2.8；95% CI：1.17~6.7；P =0.021；图 6A）。

小样本研究的汇总死亡率、卒中发生率和脊髓缺血发

锚定于 Z0 区和 Z1 区的汇总围术期卒中发生率分

生率分别为 14.7%、15.5% 和 6.2%，而较大样本研究

别为 7.1%（95% CI：4.1%~12.2%）和 10.8%（95% CI：

分别为 11.3%、5.4% 和 8.1%。

6.4%~17.7%），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OR=0.45；

当同时应用两种临界值（发表年份和样本量）进
行分组时，由于大多数早期研究样本量较小，两组结

锚定于 Z0 区和 Z1 区的汇总围术期脊髓缺血发生
率分别为 6.5%（95% CI：3.5%~11.8%）和 5.2%（95%

果相似。
按样本量和发表年份分组的详细资料请参见文后
附录 E1 和 E2。

95% CI：0.13~1.54；P =0.20；图 6B）。

CI：2.7%~9.8%），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OR=1.43；
95% CI：0.32~6 .47；P =0.63；图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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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象鼻组围术期脊髓缺血发生率
研究

围术期截瘫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上限

Z值

P值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冰冻象鼻

支架象鼻组围术期脊髓缺血发生率
研究

围术期截瘫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上限

Z值

P值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支架象鼻

图4续

讨论

本项综述聚焦于接受杂交手术修复主动脉夹层患
者的临床结果。对 17 项研究 [2,5-20] 进行的汇总分析显

虽然近年来采用杂交修复手术治疗某些主动脉弓

示，主动脉弓部夹层进行杂交手术的死亡率（范围：

疾病颇具吸引力，但是这一技术的有效性并没有得到

0.0%~14.3%，汇总事件率 9.8%）与弓部其他疾病杂交

证实，本研究的文献检索也没有发现比较杂交手术和

手术死亡率相似，但围术期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相

其他常规或新型主动脉弓疾病治疗策略的前瞻性随机

对较低（卒中和脊髓缺血的汇总发生率分别为 4.3% 和

研究或大样本非随机研究。

5.8%），样本量较大和发表年份更近似乎与卒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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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患者围术期死亡率
研究

事件率和 95% CI

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事件率

下限

上限

Z值

P值

图 5 主动脉弓杂交修复术治疗主动脉夹层的围术期结果。A：围术期死亡率；B：围术期卒中发生率；C：围术期脊髓
缺血发生率。CI ：可信区间。

率的降低相关。这些数据由于纳入了高危和急诊患者，

于这些文献的比较和汇总显得很困难。为了使结果更

可能更具有相关性。然而这些数据并没有包括夹层分

具可比性，我们将杂交技术（不考虑病变类型）按照

型（A/B 型）或分期（急 / 慢性）的详细结果，也没有

Eagleton 和 Greenberg[1] 及 Szeto 和 Bavaria[E78] 提 出 的

按风险和手术时机进行分层以提供详细信息。

分类方法将其分为“去分支”、“冰冻象鼻”和“支

我们的分析显示所有杂交手术的总体围术期死亡
率约为 10%，卒中或脊髓缺血的发生率约为 7%。死亡

架象鼻”三种类型分别进行了分析，但研究之间仍然
存在很大的异质性。

率并没有受到研究样本量和经验积累的影响，但是神

我们的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发表的文献中杂交

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率却受到了影响：样本量＜ 20 的

手术和开放主动脉弓部手术具有相似的结果（仅列

研究中卒中和脊髓缺血的汇总发生率分别为 11.2% 和

于在线参考文献） [E54,E60]。虽然有研究报告开放式手

8.9%，而在较大样本的研究中则分别为 6.1% 和 6.4%。

术对于某些特定患者来说临床结局更好 [E59-E60]，但

与之相似，早期研究中卒中和脊髓缺血的汇总发生率

主动脉弓开放手术对于很多普通的医学中心来说仍

分别为 9.9% 和 12.7%，而 2007 年后的研究中则分别

然非常具有挑战性。

为 6.4% 和 5.6%。此外，由于我们评估所有发生于围

本研究显示，主动脉弓杂交手术期间的卒中汇总

术期（30 天或者住院期间）的脊髓缺血，可能导致风

发生率不容忽视，但是却受到样本量和经验的影响。

险被高估。

在去分支组中，小样本和较大样本研究的卒中发生率

由于对不同的患者和病变使用不同的杂交方法，

分别为 9.6% 和 6.5%。在冰冻象鼻组中，小样本和较

并且文献中对于这些分类并没有分别描述，所以对

大样本研究的卒中发生率分别为 10.2% 和 6.1%，早期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 Volume 144, Numb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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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统计学数据

比值比

下限

上限

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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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 Z0

有利于 Z1

图 6 不同锚定区（Z0 与 Z1 区）的主动脉弓杂交修复手术围术期结果。A：围术期死亡率；B：围术期卒中发生率；C：
围术期脊髓缺血发生率。CI ：可信区间。

和近期研究中分别为 8.8% 和 5.9%。而在支架象鼻组中，
小样本和较大样本研究的卒中发生率分别为 15.5% 和
5.4%，早期和近期研究中分别为 18.8% 和 5.6%。
与其他分析全部去分支和部分去分支的综述相
似

[E76,E79]

，我们根据锚定区对结果进行分层后的分析

果的影响。
总之，杂交修复手术用于主动脉弓部疾病的围术
期死亡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与开放式手术相当。然
而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率随时间推移以及样本量的
增加似乎有所下降，在夹层患者中甚至更低：围术期

确认：锚定于 Z0 区的全部去分支死亡风险高出 2.8 倍，

的卒中和脊髓缺血发生率分别为 4.3% 和 5.8%。锚定

但是神经系统并发症（卒中或脊髓缺血）发生率并没

于升主动脉区域（Z0 区）的杂交手术死亡率几乎比

有显著差异。由于病例较少，锚定区结果并未按样本

Z1 区高出 3 倍，尽管两者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

量和发表年份分别讨论。

相似。

本综述存在某些局限。虽然本研究是目前已发表

然而，由于缺乏可靠的远期数据，无法确定主动

的针对主动脉弓部杂交修复手术最全面的综述之一，

脉弓部杂交手术效果的持久性，目前的结论主要来自

但由于手术技术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以及报告结果缺

于样本量相对较小的病例队列或回顾性研究。还需要

乏患者特定数据和终点的标准化，汇总后结果的证据

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这一治疗方案的预后，并且在未

力度仍然较弱。虽然按照三种不同的手术技术分别提

来数年内完善该技术，从而进一步改善主动脉弓修复

取数据和进行分析，但我们无法根据患者和手术风险

的预后。

分层进行详细分析。此外，我们仅关注了围术期临床
结果，而未评估手术技术可行性和远期结果。但各项

参考文献

研究之间的可行性数据实际上差异非常大，即使进行
汇总分析能提供的信息也很有限。最后，我们纳入了
一些小样本量的研究，而更好的明确统计学显著性差
异需要更多数量的患者。但是我们已经按照样本量的
大小分别进行了分析，从而可以排除小样本研究对结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 Volume 144, Numb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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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新生儿和婴儿的主动脉瓣置换术：
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数据库的分析报告

目的：旨在通过多中心大样本队列分析新生儿和婴儿接受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早期临床结果。
方法：本研究在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数据库中，纳入
2000年至2009年之间所有采用Ross-Konno手术、Ross手术或同种瓣膜行非树枝状主动脉瓣置换术（nontruncal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的新生儿和婴儿。对患儿术前、术中和早期临床结果等参数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本研究纳入来自47个中心的160例患儿（43例新生儿，117例婴儿）。根据STS的定义，76例（48%）患儿存在
术前危险因素，危险因素最常见于新生儿（67%）和行同种主动脉瓣置换患儿（93%）。30例（19%）和19例（12%）
患儿同期分别行主动脉弓部手术和二尖瓣手术。17例（11%）患儿术后进行机械循环支持。总体住院死亡率为18%，
其中新生儿（28%）和行同种主动脉瓣置换术（40%）的患儿死亡率最高。同期行主动脉弓部手术与高死亡率密切
相关（33% vs. 15%，P =0.02），而同期行二尖瓣手术与高死亡率无显著相关性（21% vs. 18%，P =0.73）。术后机械
循环支持也与住院死亡率增加相关（65% vs. 13%，P <0.0001）。

结论：行主动脉瓣置换手术的新生儿和婴儿属于高危人群，其住院死亡率与该年龄段危险性最高的手术相当。
同期行主动脉弓部手术和术后采用机械循环支持与本组患儿的死亡风险增加相关。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084-90）

对于新生儿和婴儿病例，在其他保守手术或

用主动脉瓣置换术（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经导管介入治疗不成功时，或者这些治疗难以获

AV R ） 。 由 于 AV R 极 少 用 于 年 龄 很 小 的 患 儿 ， 所

得满意的血流动力学结果的情况下，临床上常

以既往报道的临床病例很少涉及新生儿和婴儿。
在这一人群中评估Ross或Ross-Konno术式的一项
大型多中心临床报告纳入了33例年龄不足3岁的患
儿 ， 其 中 1 2 例 为 新 生 儿 [1]。 最 大 的 单 中 心 临 床 报
告 纳 入 了 3 1 例 婴 儿 ， 其 中 1 6 例 是 新 生 儿 [2]。 其 他
单 中 心 的 临 床 报 告 大 都 是 关 于 儿 童 进 行 AV R 的 一
种或者多种技术的经验总结，而专门针对新生儿
和婴儿的信息则非常少 [3-17] 。
以目前大型多中心数据库中行AVR新生儿和婴
儿的数据为参照，有助于提高我们对这一高危群体
临床结果的认识。因此，我们采用美国胸外科医师
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的先天
性心脏病外科数据库，从中选择行AVR的新生儿和
婴儿的多中心大样本队列，对其临床参数和结果进
行分析。

5

17

时间、STS数据库定义的术后并发症，如术后机械循

缩写及缩略词
AVR
STS

= 主动脉瓣置换术
= 胸外科医师协会

环支持等 [19]。
统计学分析
运用标准化的统计学方法对患儿的人口学参数和

患者与方法
数据来源
STS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数据库是全球最大的儿童
心脏外科注册数据库，目前录入了1998年以来在北美
进行心脏手术的超过20万例儿童的数据。参与本研究
的心脏中心收集了所有患儿的术前、术中和临床结果
等参数。通过内部核查、进行正式访视和数据核对，
对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18]。杜克临床研究院承担了所有
STS数据的存储和分析任务。本研究获得了杜克大学
医学中心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免于知情同意，同
时也得到STS国家数据库工作组查阅与出版委员会的

临床结果进行总体描述，又根据手术种类和年龄段
（新生儿，0~30天；婴儿，31~365天）对其分别描
述。我们认为可能存在一些对临床结果有影响但在
数据库中不能获取的解剖学和患儿因素，所以我们
对此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对不同术式（Ross、 RossKonno和同种瓣膜AVR）的临床结果未进行正式的统
计学比较。运用χ 2 检验来评估同期进行的其他手术
（主动脉弓修复或者二尖瓣手术）和术后机械循环支
持对临床结局的影响。所有的统计学分析都采用SAS
9.2版软件（SAS Institute Inc，Cary，NC）。P <0.05
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批准。

结果

研究人群
研究对象包括2000年至2009年所有行RossKonno手术、Ross手术或者同种主动脉瓣置换术的年
龄≤1岁的患儿。来自51个中心的215例患儿符合纳
入标准。研究排除了数据不全（n=51）和诊断为共
同主动脉干（n=4）的患儿。尽管STS数据库记录了
几乎所有用于计算住院死亡率的标准核心数据，但是
并非所有的中心都提交了所有参数，如患儿术前参数
和术后并发症的完整数据。因此，标准的做法是排除
那些关键参数缺失率超过15%的中心，以尽可能维护

术前参数
本研究共纳入来自47个中心的160例患儿。其中
101例患儿（63%）行Ross- Konno手术，44例患儿
（28%）行Ross手术，15例患儿（9%）行同种瓣膜
AVR手术。新生儿和婴儿分别占27%和73%。术前
参数详见表1。手术时新生儿体重中位数为3.2 kg（z
值，－0.9），婴儿体重中位数为5.4 kg（z值，－1.6）。
在所有手术方式和年龄段患儿中，主动脉瓣和（或）
主动脉瓣下狭窄是最常见的诊断，而16%的新生儿和

数据的完整性，并避免出现数据缺失。

22%的婴儿的初步诊断为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和主动脉

数据收集

义的危险因素，危险因素最常见于新生儿（67%）和

瓣狭窄合并关闭不全。76例患儿（48%）存在STS定

患儿参数包括手术时的年龄、性别、体重、任何

行同种瓣膜AVR的患儿（93%）。术前机械通气普

非心脏性/遗传性疾病和所有STS定义的术前危险因

遍。休克和酸中毒虽然不常见，但是20%的同种瓣膜

素。手术参数包括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闭时间和

AVR患儿术前会出现休克和酸中毒。所有患儿术前均

其他同期进行的手术，如二尖瓣手术（任何种类的二

未使用机械循环支持。

尖瓣修复和置换术）、或主动脉弓修复术（各种修复
主动脉弓发育不良、主动脉弓中断或者主动脉弓缩窄
的手术）同时行或不行室间隔缺损修补术。由于主动

术中参数
在两个年龄组的患儿中，最常用的术式是Ross-

脉弓部手术的某些细节（移植物加宽等）在数据库中

Konno手术，Ross手术次之，同种瓣膜AVR手术相

未能全部呈现，因此本研究对此未予进一步分析。

对不常用（表1）。表2总结了术中数据。不同手术

结局

手术相对略长。19例患儿（12%）同期行二尖瓣

主要结局是住院死亡率，次要结局包括术后住院
18

方式患儿的体外循环时间大体相当，Ross-Konno
手术，分别占新生儿的16%和婴儿的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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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儿术前各项参数
参数
年龄，天，中位数（IR）
年龄分组，n（%）
新生儿
婴儿
体重，kg，中位数（IR）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体重-年龄 z值，中位数 （IR）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非心血管/遗传学疾病，n（%）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STS-CHSD 危险因素
任何危险因素，n（%）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机械通气，n（%）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休克或酸中毒，n（%）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既往心脏手术史，n（%）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总计（n＝160）

Ross-Konno手术（n＝101）

Ross手术（n＝44）

同种瓣膜置换（n＝15）

87（23~185）

63（16~194）

96（52~171）

98（79~171）

43（27）
117（73）

35（35）
66（65）

7（16）
37（84）

1（7）
14（93）

4.8（3.6~6.4）
3.2（2.9~3.7）
5.4（4.4~6.9）

4.0（3.4~6.2）
3.2（3.0~3.7）
5.5（3.9~6.9）

5.2（4.4~7.0）
3.3（2.8~4.1）
6.0（5.1~7.2）

4.8 (4.3~5.4）
2.7 （2.7~2.7）
4.9（4.5~5.4）

-1.3（-2.1~ -0.5）
-0.9（-1.5~ 0.1）
-1.6（-2.2~ -0.8）

-1.4（-2.2~ - 0.7）
-0.9（-1.3~0.0）
-1.7（-2.4~ -1.1）

-1.0（-1.9~0.2）
- 0.5（-1.5~0.5）
-1.1（-1.9~ -0.1）

-1.7（-3.0~ -1.2）
-2.1（-2.1~ -2.1）
-1.7（-3.0~ -1.2）

33（21）
7（16）
26（22）

24（24）
7（20）
17（26）

6（14）
0（0）
6（16）

3（20）
0（0）
3（21）

76（48）
29（67）
47（40）

47（46）
22（63）
25（38）

15（34）
6（86）
9（24）

14（93）
1（100）
13（93）

42（26）
19（44）
23（20）

29（29）
15（43）
14（21）

7（16）
3（43）
4（11）

6（40）
1（100）
5（36）

13（8）
4（9）
9（8）

9（9）
4（11）
5（8）

1（2）
0（0）
1（3）

3（20）
0（0）
3（21）

49（31）
3（7）
46（39）

32（32）
1（3）
31（47）

11（25）
2（29）
9（24）

6（40）
0（0）
6（43）

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表示，而分类变量采用数值和百分数表示；IR ，四分位间距；STS-CHSD，胸外科医师协会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数据库。

的Ross-Konno手术患儿同期行二尖瓣手术。30例

术患儿中，12%术后使用机械循环支持。对于所有

（19%）患儿同期行主动脉弓/主动脉弓缩窄修复

患儿，其他主要的不良结局包括非计划的二次手术

术，在新生儿和婴儿中所占比例分别为40%和11%。

（5.6%），出血引起的二次手术（4.4%），需要临

行Ross-Konno手术的患儿中，同期行主动脉弓/主动

时或者永久透析的肾衰竭（4.4%），术后神经系统

脉弓缩窄修复术者占25%。

功能不全（2.5%），需永久起搏器治疗的心脏传导

术后结果
表3总结了术后早期的临床结果。总体住院死亡
率为18%，其中新生儿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

阻滞（1.9%）。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为12天，其中
新生儿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为20天，而婴儿为10天。
对于所有患儿，同期行主动脉弓部修复术与

为 1 4 % 。 按 照 3 种 术 式 进 行 分 组 ， 同 种 瓣 膜 AV R 患

住院死亡率显著相关（33% vs. 15%，P =0.02）。

儿死亡率最高（40%）。13例患儿术后发生心跳骤

相反，同期行二尖瓣手术与住院死亡率无显著相

停，其中新生儿和婴儿的发生率分别为9%和8%。

关性（21% vs. 18%，P =0.73）。术后机械循环支

17例患儿术后行机械循环支持，新生儿术后机械循

持与住院死亡率也有显著相关性（65% vs. 13%，

环支持使用率为19%，婴儿为8%。Ross-Konno手

P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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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术中参数
参数
体外循环时间，min，中位数（IR）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升主动脉阻闭时间，min，中位数（IR）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同期行主动脉弓修复，n（%）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同期行二尖瓣手术，n（%）
所有患儿
新生儿
婴儿

总计（n＝160）

Ross-Konno手术（n＝101）

Ross手术（n＝44）

同种瓣膜置换（n＝15）

202（150~270）
226（152~293）
198（149~258）

212（159~280）
226（157~293）
210（160~271）

192（136~249）
228（152-386）
189 （136~224）

196（133~226）
129（129~129）
200（135~226）

132（96~167）
138（88~182）
131（100~162）

143（106~174）
132（92~182）
145（111~173）

118（74~156）
148（87~188）
116（63~144）

108（86~139）
86（86~86）
118（91~139)

30（19）
17（40）
13（11）

25（25）
15（43）
10（15）

4（9）
2（29）
2（5）

1（7）
0（0）
1（7）

19（12）
7（16）
12（10）

14（14）
5（14）
9（14）

3（7）
2（29）
1（3）

2（13）
0（0）
2（14）

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表示，而分类变量采用数值和百分数表示；IR，四分位间距。

Alsoufi及其同事 [3]报告的另一个单中心研究中，21例

讨论

患儿（新生儿8例，婴儿13例）行Ross或Ross-Konno
本研究对STS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数据库中行AVR

手术。半数以上的患儿之前接受主动脉瓣和主动脉

的新生儿和婴儿进行了多中心队列分析，结果表明

弓介入处理，其1个月的死亡率为19%，1年的死亡率

新生儿和婴儿行AVR的死亡率非常高——新生儿为

为30% [3]。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类似，由Hickey等 [1] 报

28%，婴儿为14%。STS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数据库相

道的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医师协会（Congenital Heart

关数据最近（2007年至2010年）的分析结果表明，

Surgeons Society）的多中心研究，其死亡率略高于

主动脉瓣置换是新生儿中死亡率最高的手术方式之一

之前的单中心研究结果。该研究纳入了13例行Ross手

（其他高危手术包括：动脉调转合并主动脉弓修复，

术，26例行Ross-Konno手术（新生儿12例，还有8例

18.2%；Norwood 1期手术，17.6%；Ebstein's畸形矫

患儿不足3个月）的患儿。这39例患儿的1、5和7年

治，30.2%）

[20]

。对于婴儿，AVR死亡率的排名与新

的生存率分别为74.7±7%、67±8%和67±8% [1]。

生儿的情况类似（单心室合并主动脉发育不良的杂交

多个经验丰富的团队虽然对适当筛选的患儿

手术2期，22.6%；镰刀综合征，14.3%；右/左心辅

进行手术治疗获得了良好的临床结果，但是来自

助装置，14%）

[20]

于STS数据库和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医师协会研究数

。

本研究的结果在最近发表的多个单中心研究报

据库（Congenital Heart Surgeons Society research

告中也有所体现，这些中心在治疗重症左心室流出

Database）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需要行AVR的新

道梗阻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最大的一个单

生儿和婴儿是一个高危人群。这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2]

中心病例系列中，Shinkawa等 报道了31例1岁以内

鉴于这些人群特有的一些问题——难以处理而又极为

患儿（新生儿16例）行Ross 或Ross-Konno手术的结

严重的临床状况，需行AVR的患儿年龄极低、曾经接

果，早期死亡率为1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队列

受其他治疗、多水平的左心系统梗阻性疾病、外科手

中，早期死亡的病例都是同期行主动脉弓修复或二尖

术的复杂程度，和（或）对某些患儿是否适合进行双

瓣手术的患儿。17例不需进行主动脉弓修复和二尖

心室矫治难以抉择等。

瓣手术的患儿则全部存活，这一结果与我们的多中

本研究中3种AVR术式中最常用的是Ross-Konno

心报道和其他已发表的单中心队列报道显著不同。

手术（81%的新生儿和56%的婴儿）。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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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术后早期临床结果
结局

道解剖形态上有实质性的差别，因为两种手术方法大

同种瓣膜
总计
Ross-Konno Ross手术
置换
（n＝160） 手术（n＝101） （n＝44） （n＝15）

体上解决的是同一个解剖问题。肺动脉瓣的异常似乎
也不是影响术式选择的因素，因为需要主动脉瓣手术
的新生儿和婴儿很少合并有肺动脉瓣疾病。本研究确

住院死亡，n（%）
所有患儿

29（18）

19（19）

4（9）

6（40）

实发现某些危险因素在同种瓣膜AVR患儿中更常见。

新生儿

12（28）

10（29）

2（29）

0（0）

术前的不良生理状态可能会影响到术式的选择（对于

婴儿

17（14）

9（14）

2（5）

6（43）

危重患儿，同种瓣膜AVR可能被认为更加方便），因

所有患儿

13（8）

9（9）

2（5）

2（13）

新生儿

4（9）

2（6）

1（14）

1（100）

鉴于从目前的数据库很难获得术前解剖学和生理学参

婴儿

9（8）

7（11）

1（3）

1（7）

数，而且行同种瓣膜AVR患儿的数量又非常少，因

心跳骤停，n（%）

术后机械循环支

此会对临床结果产生影响，这似乎在表面上讲得通。

此无法在校正风险后对不同术式进行详细对比。在体

持，n（%）

外循环时间相当的前提下，尽管同种瓣膜AVR患儿

所有患儿

17（11）

12（12）

3（7）

2（13）

新生儿

8（19）

6（17）

2（29）

0（0）

与高4倍的死亡率相关的现象确实会让我们对这种相

婴儿

9（8）

6（9）

1（3）

2（14）

对“方便的”术式及其降低手术风险的有效性提出质

术后住院时间，天，

疑，但其手术死亡率高的真正原因仍然需要我们深入

中位数（IR）
8（5~14） 10（5~28）

思考。在本研究进行时，STS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数据

所有患儿

12（6~26） 15（8~28）

新生儿

20（14~39） 20（15~39） 17（9~72） 75（75~75）

库编码的手术方法还没有按照紧迫性（择期、紧急和

婴儿

10（6~19）

7（5~13） 10（5~23）

抢救手术）进行分类，所以我们无法就同种瓣膜AVRs

11（7~25）

连续变量表示为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而分类变量采用数值和百分数表示；

IR ，四分位间距。

手术的紧迫性对临床结果的影响进行确切评估。
之前有关新生儿和婴儿手术结果的临床研究多
侧重于寻找与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如年龄较小、

这种术式与患儿出生1年内出现的多个水平的左心
梗阻性疾病有关。即便是在瓣膜疾病为主的患儿，
也常常需要加宽瓣环才能植入合适的瓣膜替代物。
Shinkawa等 [2] 和Alsoufi等 [3] 的2个系列报道中，主
动脉瓣环加宽的比例分别为25/31（81%）和 14/21
（67%）。本研究中40%的Ross-Konno手术患儿同
期进行了二尖瓣手术或者主动脉弓手术，进一步说
明这些患儿存在多方面的左心系统疾病。Shinkawa
等 [2]和Alsoufi等 [3]报道的数据和我们大体相当，分别
达到14/31（45%）和10/21（48%）。

伴随的主动脉弓或者二尖瓣病变、球囊扩张术后存
在重度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体外循环时间和（或）
心肌缺血、术后机械循环支持，以及是否适合进行
双心室矫治 [1-3,5,6,14,15,17,21-23] 。由于所采用数据库本身
的特点，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分析危险因素，
但是我们确实发现新生儿死亡率显著高于婴儿。同
期进行主动脉弓部修补或者术后使用机械循环支持
的患儿死亡率也更高。
局限性
本研究虽然从多中心角度总结了这组高危患儿最

本研究中同种瓣膜AVR组的患儿死亡率特别高

新的外科治疗方式和临床结果，但是观察性的研究方

（40%，而Ross手术患儿死亡率只有9%），对此我

法和STS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数据库本身固有的缺陷不

们没有再与以往的文献比较，据我们所知，之前没

可避免地会存在局限性。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排

有婴儿同种瓣膜AVR与Ross手术结果比较的报道。

除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患儿记录。然而，对被排除患儿

Najm等 [17] 虽然在1999年报道了30例儿童使用同种主

的死亡率也进行了计算，其结果与纳入患儿的死亡率

动脉（22例）或同种肺动脉（8例）进行瓣膜置换的

相当。仅纳入主动脉瓣置换患儿的数据，本身已经预

临床结果，但是其平均年龄为5.4岁，且仅有8例婴

先排除了双心室矫治适应证问题，以及瓣膜置换是否

儿。几乎所有的死亡都发生在年龄不足2个月，且主

比其他外科方法和介入治疗方法效果更好的问题。本

动脉成形术后出现急性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患儿。再

研究进行期间，STS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数据库尚未对

看一下本研究中影响术式选择的因素，我们似乎没有

某些术前数据进行完整的收录，这些数据包括本次手

发现同种瓣膜AVR患儿和Ross手术患儿在左室流出

术之前的外科治疗或介入治疗情况、血流动力学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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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超声心动图或血管造影的数据以及本次手术是急
诊、紧急还是择期手术，没有这些数据，我们无法对
患儿术前的状况进行完整的评估。所以，数据库的这
些缺陷也排除了多因素相关性分析的可能性，我们无
法寻找患儿因素、手术方式因素与早期临床结果之间
的独立相关性。同样，缺乏随访资料也使得这些患儿
的再手术率和长期临床结果难以评估。STS先天性心
脏病外科数据库正在进行完善，增加了一些患者层面
的资料，特别是术前状态、重要的既往病史，如曾经
进行球囊瓣膜切开术等。这些变化将针对本研究的局
限性进行改善，也将显著提升该数据库对将来类似研
究的适应性和可用性。

结论
对新生儿和小婴儿行AVR的死亡率很高，属于
该年龄组患儿最高危的心脏手术。多数新生儿还需
要手术治疗主动脉瓣下流出道、主动脉弓或二尖瓣
问题。新生儿年龄、主动脉弓修复和术后机械循环
支持与高死亡率相关。以患儿和疾病为导向，进行
多中心协作，将会使我们对患儿选择及药物、介入
和（或）外科治疗在处理这类高危患儿中的作用有
进一步的了解。

讨论
参考文献

Dr Christopher Caldarone（Toronto, Ontario,

Canada ）：Dr Woods，祝贺您精彩的演讲。这是一
项重要的研究，因为它清楚地阐明了类似于STS数据
库等广泛使用的病例注册机制的价值。您的研究说明
这种手术的死亡率远远高于之前发表的单中心临床研
究。众所周知，这些单中心研究都倾向于报告良好的
临床结果，这一点，我认为是您的研究得出的最重要
的信息。您这样一个广角式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
些细节上遗漏，所以我想问几个问题。
如您在分析中所述，40%的患儿在行AVR前接受
了其他外科治疗。而且，曾经进行心脏内科治疗的患
儿数字并不清楚。在场的不熟悉这一题目的其他听众
可能不太清楚，左室流出道梗阻的患儿往往合并有二
尖瓣、心室、瓣膜和主动脉弓问题。您能否更清楚地
阐释一下这些手术操作对这些患儿的影响？
Dr Woods：Dr Caldarone，谢谢您的提问。为了解
决STS数据库中主动脉瓣置换术前后的术式问题，不但
需要数据库中多任务间密切衔接和合并，也需要就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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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附加治疗方法进行细分，特别是介入治疗的资料。

的队列是同期行二尖瓣手术数量最多的，但是这并不

您可能知道，明年1月份数据库会升级，届时会

能真正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清楚那些没有同

有很多重要的变化。它将会包含诊断代码的应用，

期行二尖瓣手术的患儿，其二尖瓣病变的情况到底是

术后情况的代码，以增加手术相关的信息。它不但

怎样的，没有这些信息，我认为，很难知道正确的答

将允许多任务间的衔接，也将允许引用其他数据

案。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库，特别是美国心脏病学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Dr Caldarone：好的，同所有好的研究一样，

Cardiology）的IMPACT注册系统。有了这些变化，

您提出的问题比您回答的要多。因此，我祝贺您，

我认为，在将来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

也希望您和您的同事能继续对这些有趣的队列进行

目前我们只能依据已经发表的文献，我认为，当

研究。

然还有您和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医师协会的同事2010

Dr Vaughan Starnes（Los Angeles，Calif ）：

年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D r Wo o d s ， 谢 谢 您 刚 才 的 报 告 。 我 想 请 您 推 测 一

上的文章，以及今年2月份发表在Journal of Thoracic

下，如果同种瓣膜AVR和Ross手术的死亡率和并发症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上文章，都谈到了其中的
一些问题。根据这些临床研究的结果，这些患儿进行
多次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总体生存率应该是这些治疗
措施风险性叠加的结果。
Dr Caldarone：您在报告中说同期行主动脉弓部
手术与高死亡率密切相关，提示左心发育不良越严
重，死亡率越高。但是，奇怪的是，同期行二尖瓣手
术却不是死亡的危险因素。您从专业角度评价，我们
是成功地解决了二尖瓣的问题，还是仅认识到二尖瓣
畸形无法外科修复，而为这些患儿选择了单心室矫治
手术，在您的分析中并未提及这一问题。
Dr Woods：您的推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
研究的初衷不是寻找同期行二尖瓣手术的发展趋势和
临床结果，也不是改善适应证的筛选。我读过您和多
伦多的同事发表在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上的文
章，在文中您们比较了Ross-Konno手术同期行或者
不行二尖瓣手术患儿的临床结果。显然，同期行二尖
瓣手术的死亡率要高。对您我不需再重复您文章中的
数据，您很熟悉，但是为了让在座的听众了解，我对
此进行一个回顾。您的研究中8例患儿同期行二尖瓣
手术，它们的中位年龄大约为300天。大约12例没有
同期行二尖瓣手术的患儿，其中位年龄将近6岁。这
要比纳入我们研究的患儿年龄高很多。我不清楚这个
差异在多大程度上相关。Ann Arbor的研究中，虽然
死亡全部发生在同期行弓部手术或二尖瓣手术的患儿
中，但是，实际上我认为Ann Arbor的研究中只有2例
患儿同期行二尖瓣手术。
我的直觉是，我们有些人，包括我自己，都预计
同期行其他手术的患儿死亡率会更高。今天我们报告

发生率相当，而且同种移植物的使用时间有限，比如
说5个月到1年，您还会认为同种瓣膜AVR适用于这一
年龄段的患儿吗？
Dr Woods：Dr Starnes，谢谢您的提问。我认为
我们的数据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某些主动脉狭窄
的病例，几乎没有例外，Ross手术似乎都应是优先选
择。对于急性严重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且状态很差的患
儿，其早期临床结果更多地取决于术前的病理生理状
态，而不是术式。Dr Starnes，您的问题很难回答，
我不能肯定是否能回答您的问题。
Dr Starnes：谢谢。
Dr Emile Bacha（New York, NY ）：这是一个
很好的报告。谢谢您指出这些患儿高死亡率这一冷酷
的事实，其死亡率即使与我们进行的其他高死亡率的
手术，如Norwood手术相比，也是很高的。我对这个
问题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判断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
问题。我们能完成新生儿的AVR手术，但是这一术式
很少用，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患儿是否本来就不
应该行AVR手术，而应该行单心室矫治手术。
Dr Woods：Dr Bacha，我认为，正如您所指
出的，这真是一个全垒打问题。当然，早期生存率
是第一个目标，而根据我们研究的患儿，新生儿
行Ross-Konno手术的死亡率似乎比Norwood 1期手
术要高。我认为，当我们在临床上面对为患儿该行
单心室矫治还是双心室矫治而犹豫时，如果患儿不
仅仅存在瓣膜和瓣膜下问题，特别是左心室又比较
小，或者还有某种程度的心内膜纤维化，那么我认
为我们应该是在长时间认真考虑后，再非常慎重地
选择双心室矫治。

(金振晓 译 易定华 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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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操作评分可作为婴儿心脏外科手术后远期死亡及非计划性
再次干预治疗的预测指标

目的：我们此前已经发现，对于许多手术操作来说，外科操作评分（Technical Performance Scores，TPS）是术后早期并
发症的重要预测指标，术中确认和干预残留问题可改善其预后。我们假设这些评分也是术后中期预后的重要预测指标。
方法：纳入新生儿和小于 6 个月的婴儿，前瞻性地从接受指标手术后进行为期至少 1 年的随访。根据之前发表文献的
标准计算 TPS，包括术中进程、出院前超声心动图或心导管检查，以及临床数据的评估，并将其分为“最佳”、“恰
当”和“不恰当”级别。根据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校正评分 -1（Risk Adjustment for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1，
RACHS-1）的分类方法评估病例的复杂程度。主要评估结果为死亡率，次要结果为需要计划外再次干预治疗的发生率。
使用非参数检验及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共纳入 166 例患儿，其中 7 例早期死亡，其余的 159 例 [RACHS-1 分级 4 ~ 6 级 76 例（48%）；新生儿 78 例（49%）]
在术后进行了为期至少 1 年的随访。共有 14 例患儿远期死亡或接受心脏移植，55 例需远期再次干预治疗。单变量分析显示，
TPS 与死亡率（P <0.001）和再次手术率（P =0.04）显著相关。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TPS 评分为“不恰当”与术后远
期死亡显著相关 [P <0.001；比值比（odds ratio，OR），7.2；95% 可信区间（conﬁdence interval，CI）：2.2 ~ 23.6]，而
首次手术时的 RACHS-1 分类则与术后远期非计划性再次干预治疗显著相关（P =0.004；OR=3.7；95% CI：1.5 ~ 8.8）。
结论：外科操作影响婴儿心脏外科手术的中期生存率。不恰当的 TPS 可以用来前瞻性地判断可能存在死亡及再手
术风险的患儿。因此需要在首次手术时采取更加严格的方案来检查和处理残留病变。（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095-101）

Supplementalm aterial is available online.

术后不良事件等 [1-6]。此外，人为因素也会起到重要
作用 [7-9]。
我院最早开始为一些手术方法制定外科操作评分

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的预后（特别是在新生儿

（Technical Performance Scores，TPS）[10,11]，包括室间

和小婴儿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隔缺损修补术、完全性房室通道修补术、法洛四联症

患儿术前生理状态和疾病复杂程度、术中处理方法及

修复、动脉转位术及Ⅰ期 Norwood 手术。TPS 根据择
期外科手术的解剖纠治及功能纠治结果与预期最佳结
果的接近程度，对其操作进行分级。在这些研究中，
我们发现 TPS 与高风险手术的并发症发生率、死亡率
及住院时间都密切相关。在随后的研究中 [2]，我们还
发现在高危婴儿中，最佳手术操作评分同样可以抵消
疾病复杂程度及术前危重程度较高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最近发表的研究中 [1]，对 166 例月龄小于 6
个月的婴儿（均在体外循环辅助下进行先天性心脏畸
形的外科纠治）进行前瞻性随访，校正疾病复杂程度
及患儿生理状态后，发现外科操作评分与术后主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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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及缩略词
=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校正评分 -1
= 外科操作评分
良事件发生率高度相关。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对同一

P <0.05 的相关变量，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校正年
龄和病例复杂程度因素后，采用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
析验证操作技术与晚期预后之间的相关性。统计分析
软件使用 IBM SPSS 18 的 Windows 版本（SPSS Inc，
Somers，NY）。

队列患儿的中期预后进行了评估。我们假设 TPS 同样
可以预测术后中期预后，这样 TPS 将可以作为指导早

结果

期干预的工具，并最终改善远期结果。
本项研究共纳入 159 例患儿，其中 89 例（56%）
为男性，78 例（49%）为新生儿。RACHS-1 分类为 2、

材料与方法

3、4 和 6 级的患儿分别为 40 例（25%）、42 例（26%）、
本研究已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

43 例（27%）和 34 例（21%）。出院时 TPS 评分为最

初 始 研 究 队 列 共 纳 入 166 例 于 2008 年 10 月 至

佳、恰当和不恰当者分别为 59 例（37%）、77 例（48%）

2010 年 4 月间收治的新生儿和小于 6 个月的婴儿，对

和 23 例（14%）（ 表 1）。 表 E1 列 出 了 各 TPS 评 分

其入院至出院之间的结果进行了前瞻性随访（数据已

组中不同 RACHS-1 分级者的百分比。

发表）[1]，其中有 7 例早期死亡。本研究对其余 159 例
患儿从完成首次手术出院后继续进行随访。研究终点
为患儿在随访过程中死亡或需要进行心脏移植，以及

平均随访时间为 17±8 个月，中位数为 17 个月（范
围：1 ~ 35 个月）。
159 例患儿中，14 例死亡或者需要晚期心脏移植（4

需要外科和 ( 或 ) 导管晚期干预治疗，随访期限截止到

例晚期移植）。这 14 例患儿有 6 例（10.2%）在最佳组，

2012 年 3 月。

1 例（1.3%）在恰当组，7 例（30%）在不恰当组。此外，

通 过 先 天 性 心 脏 病 手 术 风 险 校 正 评 分 -1（Risk
Adjustment for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1，RACHS-1）
对病例的复杂程度进行分级

[4-6]

55 例（35%）患儿需要进行 78 次再次干预治疗。
再次干预治疗包括以下解剖部位的外科手术或导

。采用既往发表文献中

管介入治疗：右心室流出道 / 肺动脉或其分支（n=37）；

，根据出院时的超声心动图和临床表现评

升主动脉或弓部（n=10）；Sano 或 Blalock-Taussig 分

估获取心脏解剖及功能信息，将相关手术操作的 TPS

流（n=8）；房间隔（n=4）；肺静脉（n=3，2 例为完

分级指定为“最佳”、“恰当”和“不恰当”。出院

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术后，1 例为法洛四联症伴肺动脉

前若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或者导管方法纠治原手术部位

瓣缺如修复术后）；房室瓣（n=5）；体静脉（n=2）；

的方法

[10,11]

残留或再发的病变，或需要植入永久起搏器，则该手
术 TPS 分级为不恰当。

关闭残余房缺或室缺（n=2）；晚期植入永久性起搏器
（n=2）
；主动脉瓣下区外科处理（n=2）
；心脏移植（n=4）。

对于术后 30 天内出院的患儿，如果在术后超过 30

表 E2 列出了首次外科术式及晚期再次干预的指

天时死亡或者需要进行心脏移植，则定义为晚期死亡；

征。图 E1~E6 显示了不同 TPS 评分、RACHS-1 分级

对于术后超过 30 天才出院的患儿，出院后任何时间发

和再次干预时不同年龄组患儿的死亡率及需要再次干

生的死亡或者心脏移植均定义为晚期死亡。

预治疗的比例。

晚期再次干预治疗包括患儿首次手术出院后，任
何非计划的针对残留或者复发病变的外科手术或介入

晚期死亡 / 心脏移植

治疗。根据本研究的目的，首次进行 Norwood Ⅰ期手

单变量分析显示，较差的 TPS 与死亡显著相关

术的新生儿如果随后进行Ⅱ期手术或双向 Glenn 手术，

（P <0.001）。然而，首次手术时的 RACHS-1 分级及
年龄与晚期死亡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表 2）。晚期死

不被视为再次干预。

亡与晚期再次干预治疗显著相关（P =0.033；表 E3）。
分层分析显示，不恰当组中无论新生儿还是非新

统计分析
分类变量采用数字和百分比表示，连续变量采用

生儿、RACHS-1 分级高还是低，死亡率均较高（表

2

E4）。这表明不恰当组中较高的死亡率并非是受到患

中位数和范围或均值 ± 标准差表示。采用 Pearson χ

检验比较分类变量比例。采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筛选

儿年龄或病情复杂程度等混杂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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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晚期死亡 / 移植的双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表 1 患儿特征
特征

数值

OR

变量

95% CI

P值

不同患儿年龄的 TPS
最佳 / 恰当组
不恰当组
新生儿
是
否
不同 RACHS-1 分级的 TPS
最佳 / 恰当组
恰当组
RACHS-1 分级
2~3 级
4~6 级

手术时年龄（天）
中位数
范围
新生儿
是
否
RACHS-1 风险分级
2~3 级（低危）
4~6 级（高危）
TPS
最佳
恰当
不恰当
任何晚期干预治疗
无
导管介入治疗
外科手术治疗
导管和外科手术治疗
晚期死亡或移植
否
是

OR ，比值比；CI ，可信区间；TPS ，外科操作评分；RACHS-1 ，先天性心脏
病手术风险校正评分 -1。

首次手术时 RACHS-1 分级（P <0.001）和手术时年龄
（P =0.02）均与再次需要外科或导管介入干预治疗显
著相关（表 4）。
分层分析显示，新生儿中 TPS 与晚期需要再次

RACHS-1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校正评分 -1；TPS ：外科操作评分。

干预治疗之间无相关性。然而对于年龄较大的婴儿
来说，TPS 评分为不恰当则与较高的再次干预率相关

双 变 量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 显 示， 在 校 正 年 龄 或

（P =0.03；表 E5）。与之类似，RACHS-1 分级较高的

RACHS-1 分级因素后，与其他两组相比，不恰当 TPS

患儿中，TPS 与再次干预治疗之间也无相关性；然而

组患儿的晚期死亡率显著高于最佳 / 恰当组 [P =0.001；

在 RACHS-1 分级较低的患儿中，TPS 与较高的再次干

比 值 比（odds ratio，OR）=7.2；95% CI：2.2~23.6]。

预率相关（P =0.03；表 E4）。

由于死亡病例的数量很少，我们无法同时对年龄和病

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RACHS-1 分级与
晚期需要非计划性再次干预治疗显著相关（P =0.004；

情复杂程度进行校正。

OR=3.7；95% CI：1.5~8.8）。然而在对年龄和病情复
需要任何晚期干预治疗

杂程度进行校正后，不恰当组再次干预治疗的风险并

单变量分析显示，TPS 评分为不恰当（P =0.04）、

表 4 需晚期再次干预的因素与晚期再次干预相关性的单
变量分析结果

表 2 晚期死亡 / 移植的单变量分析结果
变量

患儿数量（n） 死亡数量（%）

不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P值

变量

患儿数量（n） 再次干预者数量（%）

P值

TPS
最佳
恰当
不恰当
TPS 分组
最佳 / 恰当组
不恰当组
新生儿
是
否
RACHS-1 分级
2~3 级
4~6 级

TPS
最佳
恰当
不恰当
TPS 分组
最佳 / 恰当组
不恰当组
新生儿
是
否
RACHS-1 分级
2~3 级
4~6 级

TPS ，外科操作评分；RACHS-1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校正评分 -1。

TPS ，外科操作评分；RACHS-1 ，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校正评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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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需晚期再次干预因素的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OR

95% CI

P值

检查评估得出的，对于检测影响术后远期预后的细微
技术缺陷还不够敏感。
本研究涉及的群体为小于 6 个月的婴儿，其中新

TPS
最佳 / 恰当组
不恰当组
新生儿
是
否
RACHS-1 分级
2~3 级
4~6 级

生儿占 49%，高危 RACHS-1 分级的患儿占 48%。因
此这一患儿队列体现了相对广泛的风险类型。我们选
择了出院后死亡或者需要再次干预治疗（证据充分的
硬终点）作为终点。尽管研究队列规模不大，我们的
结果仍然表明 TPS 可以预测中期预后。远期死亡和再
次干预治疗作为随访目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当

OR ，比值比；CI ，可信区间；TPS ，外科操作评分；RACHS-1 ，先天性心脏
病手术风险校正评分 -1。

前最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预后也在飞速进步，
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寻找更为敏感的随访指标。为此，

讨论

我们也对一些亚组患儿的神经发育预后进行评估，以
期判断外科操作与其是否存在相关性。

既往研究显示小婴儿先天性心脏病外科纠治过程
中的 TPS 评分与早期死亡率（或）并发症发生率密切
相关

[1,2,11]

。本研究对同一群体患儿

[1]

未来发展方向

的随访显示，在

长久以来，死亡率总是被作为预后评价指标，特

校正其他危险因素（如疾病复杂程度和年龄）后，我

别是通过数据库对早期预后进行分析时。然而一些研

们发现 TPS 评分同样能够预测中期预后。

究表明，使用死亡率数据并不能有效反映外科医师的

未校正的分析显示，不恰当组患儿的晚期死亡率

操作水准，因为任何特定先天性心脏病中均会存在诸

显著高于最佳 / 恰当组。尽管 RACHS 分级较高的新生

多影响死亡率的相关因素 [12,13]。尽管风险校正后我们

儿和婴儿中晚期死亡率较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仍然可以进行比较统一的对比，但依靠临床或者管理

分层分析表明，不恰当组中无论新生儿还是非新

数据库提取相关数据仍然存在一些固有问题，包括数

生儿、RACHS 分级高还是低，患儿的死亡率都更高。

据是否自愿提交、数据采集是否完整等。此类基于数

这说明该组患儿较高的死亡率并不是受到年龄或操作

据库资料的研究中，远期预后资料都比较匮乏。已有

复杂程度因素的影响。在校正年龄及 RACHS-1 分级等

数项举措用于统一数据采集方法，从而为不同诊断群

因素后，不恰当技术评分和较高死亡率的相关性依然

体提供更加准确和完整的数据（特别是远期预后数据，

存在。

如死亡、再次干预治疗等）[14-20]。TPS 可以作为一种替

TPS 与晚期再次干预治疗的相关性比其与晚期死

代评估手段，将其纳入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数据库系

亡的相关性稍弱，不过仍有一些证据表明，不恰当组

统中，将有助于推广这一工具在更加广泛的患儿群体

患儿与最佳 / 恰当组患儿相比更容易出现晚期再次干

中接受验证。

预治疗的情况。新生儿及 RACHS 分级较高患儿远期
再次干预治疗的比例较高。然而分层分析显示，新生

研究局限性

儿中 TPS 与再次干预治疗之间并不相关（无论 TPS 级

本研究的患儿数量较少，并且仅针对特定年龄群

别如何，新生儿的再次干预治疗比例总是高于其他较

体。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的疾病和手术操作类型、所

大年龄的婴儿）。在年龄较大的婴儿中，不恰当组的

有年龄段患儿中进行深入研究来验证这一结果。

再干预比例则比较高。与之相似，在 RACHS 高风险

远期预后并不仅限于关注死亡率，还应包括其

分级患儿中不恰当 TPS 和再干预比例并不相关。然而

他一些更加详细的数据，例如生活质量、神经发育预

在 RACHS 低风险分级患儿中，不恰当组的再干预比

后和患儿的社会心理调整等，以及对患儿家庭的影

例则较高。因此，TPS 对于风险最高的婴儿的再次干

响，也应是评估此类患儿外科手术效果的重要衡量指

预治疗率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这一亚组的死亡率

标 [21-23]。多次入院过程中的医疗资源消耗也是另外一

很高，不恰当 TPS 在较为复杂和高风险的手术中易于

个需考虑的重要指标。有研究显示 [22,23]，患儿自身及

引起致命的异常生理状况。这也可能是由于 TPS 自身

环境相关因素更有可能对某些特殊疾病亚组患儿（如

特征决定的，因为 TPS 是依靠术后早期的超声心动图

进行 Norwood Ⅰ期手术和大动脉换位手术的患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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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育预后造成一定影响，因此 TPS 能否作为评价术
后短期、中期乃至远期预后的替代性指标尚不能确定。
尽管这一工具在单中心特殊患儿群体中针对特定
预后的观察显示出了有效性，但仍有必要进行多中心
研究，扩大诊断和手术方法范围，通过多种方法验证
其可重复性。将超声心动图作为 TPS 评分的主要评估
手段具有一定优势，因为该项目在所有中心都是围术
期及长期随访过程中的常规检查项目。然而它也存在
对检查结果解读差异较大的缺点。我们确信对 TPS 模
块的标准化可以使数据采集更加规范。

结论
通过患儿出院时的超声心动图检查及术后早期需
要再次干预治疗残余或者复发的病变判断术后早期预
后，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 TPS 评分体系，TPS 与术后
早期及中期预后均密切相关。本研究着重强调需要早
期评估手术操作恰当程度，发现重要血流动力学缺陷，
并对残留问题进行早期、积极的处理。

参考文献

讨论
David M. Overman（Minneapolis, Minn ）： 祝 贺
您完成了如此优秀的研究，也感谢您在大会之前提供
的这次报告。
这是典型的以人为因素为基础的研究文章，Marc
de Leval 在近 20 年前提出了此观点。人为因素显然非
常复杂且难以进行定量，通常包括个体因素、技术因
素以及机构规模等。Bacha 博士及其同事从中成功筛选
了一个特定的人为因素——术中技术表现，并从 2007
年起通过一系列研究探讨其对预后的影响。
本研究评估了 TPS 与晚期死亡及非预期干预治疗
之间的关系，平均随访时间为 17 个月。在去年的美国
胸外科医师协会年会上公布的研究表明，对于新生儿
和婴儿来说，提高外科操作能力可以减少术中不良事
件造成的影响。而本文则是对同一前瞻性研究队列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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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TPS 与远期死亡或

足够的各个组别数据后，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评分。

需要再次干预治疗紧密相关。虽然在对疾病复杂程度

Dr Overmann：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即

和年龄进行校正后，这一相关性有所降低，但我们仍

使外科操作完美地完成了手术，但仍有患儿因为术后

可以明显注意到不恰当 TPS 组的患儿在术后 2 年的生

早期的环境因素死亡，并且许多因素都是人为因素。

存率仅为 50%。

您们是否在研究设计的时候意识到还需要关注其他人

其次，年龄和疾病复杂程度与晚期死亡或再次干

为因素，及其与 TPS 的关系？对希望尝试应用 TPS 的

预治疗无关，尽管这或许是因为统计效力不足。TPS

听众来说，您们认为还有哪些其他人为因素特别重要，

与远期再干预的相关性更弱，在本报告中这一相关性

需要提醒？

仅存在于非新生儿及复杂程度较低的患儿。

Dr Nathan：我同意除了技术因素之外，还有其他

最后，多变量分析显示，疾病复杂程度本身与远

因素会对预后造成影响，并且其中大多数都是人为因

期再次干预治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再次干预

素，比如，认知因素、术中和术后不同工作小组之间

治疗患儿的死亡率达到了 15%。

的沟通等，许多人为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当前

我有三个问题。

工作主要集中于 TPS，一旦我们完善这种评价体系后，

第一个，TPS 评分为不恰当并不会显著增加再次

将继续研究其他可能对预后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为因素。

干预治疗风险，这一点似乎与直觉相反。再次干预治

Dr V. Mohan Reddy（Stanford, Calif ）：我想问一

疗患儿的死亡率较高，以及 TPS 与远期死亡之间存在

个问题。我同意操作水平是影响术后短期及长期预后

显著相关性，看起来都说明 TPS 和再次干预治疗之间

的重要因素，但是论文中的描述太过抽象，比如您说“高

有一定联系。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些再次干预

度复杂”和“干预治疗”时。您能分别告诉我各类别

治疗更详细的特征么？相关数据能否解释这一明显的

中前三位的项目吗？也就是说，最复杂的诊断是什么？

悖论？

最需要再次干预治疗的残留病变是什么？

Dr Nathan：请大家注意，在初始队列的 166 例研

Dr Nathan：我已经列出了 55 项。

究对象中，有 7 例早期死亡，其中大多数（6 例）都列

Dr Reddy：告诉我前三项即可。

入高危分级并且都是新生儿，6 例列入不恰当组。如果

Dr Nathan：大多数病例为肺动脉的再次干预治疗。

这些患儿存活，那么他们有可能需要多次再次干预治

大多数都是 Norwood Ⅰ期和 Tet 组，特别是 Tet 肺动

疗或出现远期死亡。

脉闭锁伴侧支血管形成，此外另一个常见的是主动脉

遗憾的是，由于只纳入 159 例患儿，我们的研究
统计效力不足。如果患儿数量增加，我们可能会证明
TPS 评分为不恰当与远期再干预和死亡之间有明确的
相关性。

弓部再次干预治疗，第三个是重新进行瓣膜修复或房
室通道的主动脉瓣下处理。
Dr Reddy：那么单心室病例占多少比例，或者这
些都是双心室修补患儿么？

Dr Overman：第二个问题，TPS 几乎完全依靠术

Dr Nathan：单心室病例占 50% 到 60%。相当一

后超声心动图对残留病变的评估。这种方法可能存在

部分再次干预治疗都发生在单心室组，这比较容易理

某些缺陷。其中之一就是默认残余病变与操作水平相

解。即使在出院时的超声评估可列入最佳组的患儿，

关。我们认为评估操作水平有赖于很多因素，比如，

仍有一部分需要再次干预治疗。

如果一个外科医师在法洛四联症纠治过程中特意在肺

Dr Chiristopher A. Caldarone（Toronto, Ontario

动脉瓣水平保留一定程度的压差，那这应该被认为操

Canada ）：Dr Nathan，我是您所领导的这项工作的拥
护者，我有几个问题。
首先，我注意到有几张幻灯片中，在远期再次干
预率甚至早期死亡率方面，“最佳”组的实际结果表
现反而差于“恰当”组。我猜想可能统计学上无显著
差异，但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您能解释一下原因么？
因为这显然并非预期的结果。
Dr Nathan：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很多（超
过 50%）Norwood Ⅰ期手术的病例都列入最佳组，但

作水平不足么？先天解剖畸形是否也影响 TPS ？
Dr Nathan：我同意 TPS 并非一个完美的评价体系，
我们也正在不断调整，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疾病组来
说，如肺动脉瓣扩张式法洛四联症修复、瓣膜修复，
实际上甚至也包含房室通道根治术等，因为在房室通
道修补手术中，我们认为轻微到轻度的反流是可以接
受的，但是这样会将其归入恰当组，而不是最佳组。
我们正在不断修正 TPS 评价系统，希望在收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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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Caldarone：所以您会重新定义这些界限，并

采用了比较积极的介入干预方案，在等待双向格林手

添加系数或者权重系数么？

术之前，即使观测到轻微的弓部压差，也会采用球囊

Dr Nathan：是的。

扩张，因此这些患儿便被归入再次干预治疗组。

Dr Marshall Jacobs（Newtown Square, Pa ）： 我

另外，大多数不恰当组患儿 RACHS 分级风险都

们对这些研究已经关注很久，因为这是一种原创性的

较低（比如法洛四联症和房室通道），对于这些病例，

评价手段。我回顾了您们前期的一些报道，发现 TPS

即使技术操作评分为恰当，他们也不大需要进行远期

与术后短期预后和资源消耗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手术

再次干预治疗。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恰当组患儿的生

类型组别内有所不同，有些低于最佳操作表现的手术

存率曲线和再次干预治疗曲线都比最佳组要好。

与较长的住院时间或其他不同预后指标相关。

Dr Caldarone：不过按照您举的第一个例子，在

您们的这项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符合逻

一些按照 TPS 评价体系归入最佳组的患儿（例如接受

辑的下一步研究方向。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汇总性的

Norwood 手术者）中，确实出现了需要再次干预治疗

研 究， 而 之 前 的 研 究 都 是“ 碎 片 式” 研 究。 此 外，

的病变。

RACHS 是基于死亡风险进行评估的，而您们只是根据

Dr Nathan：是的，但在出院的时候不存在，而是
随后才出现的。

RACHS 评估出来的理论上的疾病复杂程度对研究对象
进行了分层。因此我想，如果继续向前研究，如您所说，

Dr Caldarone：后来出现的，我明白了。

您们必须收集更多的患儿资料，但仅对这些特定手术

在出院时确实得到了最佳的评级。
Dr Nathan：是的，

组别患儿的中期预后进行分析是否最合适呢？

Dr Caldarone：那么，假设您们的 TPS 评价体系

我的意思是，室间隔缺损术后残余分流所造成的

针对患儿人群进行校正和调整，应该能够更加切合实

生理影响和 Norwood 手术后残余弓部狭窄所造成的影

际地预测再次干预治疗的发生。

响是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的。此外，对于各种手术相关

Dr Nathan：是的，我们正在努力为每个分组都
收集到 100 到 150 个病例，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调整
TPS。

中期不良预后总体预期（即患儿的生存状态和功能状
态）之间也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因此我对您们不断拓展的研究表示赞赏，这是一

Dr Caldarone：您们会增加其他评价指标么，或
者重新定义最佳、恰当和不恰当的界限？
Dr Nathan：我们将会从头理顺这些界限，因为我
们发现对于房室通道患儿，根据出院时超声心动图定

种自然研究进程，但是我认为如果想要真正深入地明
确中期预后与 TPS 之间的关系，应该将 TPS 拆分成针
对不同手术方案组，您同意么？
Dr Nathan：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我们正在不断

义为存在轻度瓣膜反流时，随访过程中即使反流面积

收集病例。在之前对 166 例患儿的研究中，我们的确

相同，也经常会被解读为无意义反流。

发现在高危组中，不恰当的外科操作水平与所有类型

因此，我们会理清最佳、恰当和不恰当之间的界

患儿的死亡率增加相关。因此，如果您的外科操作处

限，同时考虑针对特定分级和手术方式进行权重分析，

于恰当水平，在处理低危患儿时可能预后很好，但处

判断出哪一种因素更易于导致再次干预治疗或远期随

理高危患儿时就会很差。当然，如果您的外科操作处

访过程中的不良并发症。比如，在 Norwood 手术中，

于最佳水平，那么无论何种风险评级都会做得比较好。

主动脉弓部再次梗阻是否比限制性房缺或轻度分流管

我们也认同单独考虑具体的手术方法，会更加有利于

道狭窄的影响更明显？这些都需要重新定义。

判断哪些病变更加需要优先进行再次干预治疗。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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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 手术

在特定患者中应用直接胸腔内超声对肺实质内结节
进行胸腔镜下定位可避免VATS手术中转为开胸手术

目的：评估腔内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超声（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ultrasonography，VATS-US）对
难以发现的肺部结节定位的可行性、准确性以及对手术方案转换率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关于VATS-US 用于外周性肺实质结节定位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对计算机断层扫描显示肺结
节未侵及脏胸膜，拟行VATS楔形切除的患者进行前瞻性登记。对目标肺叶进行以下检查：直视、若条件允许则用
手指触诊、用器械滑动探查。然后，使用无菌超声探头寻找肺结节。主要评价指标是因VATS-US阳性发现而使一
些存在标准VATS技术无法确认结节的患者免于转为开胸手术或肺叶切除术的情况。

结果：在13个月期间，4名外科医生实施了45例VATS-US手术。腔内VATS-US能够检出46个结节中的43个。VATSUS的敏感性为93％，阳性预测值为100％。其中12例（27%）肺结节胸腔镜检查时直视可见，18例（40%）结节可用
手指触及，17例（38%）结节可用器械滑动法触及。有20例肺结节，使用传统方法均未发现，而仅能通过VATS-US
找到。因此，在没有组织学诊断的情况下，VATS-US阻止了43％（20/46）的病例转为开胸手术或肺叶切除术。

结论：在特定的VATS肺楔形切除术中，腔内VATS-US是一种实时、可行、可靠、有效定位肺内实质结节的方法，并
能降低转为开胸手术或肺叶切除术的患者比例。(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160-6)

非胸膜下肺结节的胸腔镜下非解剖性肺楔形切

术式[1,2]。

除仍然是一个难题。当结节很小和/或处于肺实质

传统的胸腔镜技术无法进行双手肺触诊，这使

深部时，难度将进一步增加。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

得发现非胸膜下肺结节非常困难。与之形成鲜明对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VATS）已经

比的是开放（开胸）手术，能够对肺实质进行双手

成为诊断性切除不确定性肺结节、治疗肺转移瘤、以

触诊，通常易于对结节进行定位。对小的和相对较

及一些肺功能不佳的高危患者原发性肺癌切除的标准

深的肺结节定位失败常常导致中转开胸手术。据报
道，中转率已高达59％ [3-5] 。已有多种术前和术中方
法用于VATS术中肺结节的定位。这些方法包括钩状
导丝插入、亚甲蓝注射、金属线圈插入、锝 99 标记的
人血清白蛋白微球，以及放射性示踪剂引导下胸腔
镜活检 [6-12]。
电 视 辅 助 胸 腔 镜 手 术 超 声 检 查 （ VAT S ultrasonography，VATS-US）是一种简单、安全、
实 时 的 VAT S 术 中 肺 结 节 定 位 的 方 法 。 我 们 假 设 ，
VAT S - U S 能 够 降 低 小 的 非 胸 膜 下 肺 结 节 患 者 接 受
VATS楔形切除术的中转开胸率。本研究的目的是描
述与传统的VATS相比，VATS-US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及其对经传统技术不能定位的肺结节患者免于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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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程序完成。外科医生被告知不能通过改变其经典

缩写及缩略词
CT
= 计算机断层扫描
= 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
VATS
VATS-US = 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超声检查

VATS切口（切口长度、切口孔径、切口位置）来调
节VATS-US探头或探头接触到肺的角度。
放置VATS口后，肺完全塌陷，进行胸膜腔镜检
查。先单独应用胸腔镜寻找目标肺结节。随后，外
科医生尝试通过手指触诊及器械滑动法对结节进行

转开胸的能力。

定位。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评估VATS-US在一组非胸膜下肺实
质结节患者中作用的前瞻性临床试验（clinicaltrials.
gov标识码NCT 01201824）。每例患者采用自我对

1个与超声处理器（Aloka Alpha 10）相连的头
端灵活且角度可调，频率为5~10 MHz的VATS-US
10mm无菌腔内线阵探头（Aloka UST-5536-7.5；
Hitachi Aloka Medical，Ltd，Hitachi，Japan；图1）
通过其中1个VATS口进入胸膜腔，对病变肺叶进行

照。主要结果是评估由外科医生实施的术中腔内US

VATS-US检查，尝试对目标结节进行定位。VATS-US

作为对VATS中难以发现的肺结节定位的有效性，可

探头的内镜清晰成像往往有助于确定位置更靠后或靠

行性和安全性。最重要的次要结果是评估VATS-US降

下的结节。运用无菌US凝胶或水来辅助定位那些初

低VATS中转开胸手术的能力。

始US检查不易定位的结节。

其他次要结果包括：

通过直接US显影对目标结节进行定位，有些
结节伴有其下肺实质内强回声影，有些则没有（图

比较VATS中VATS-US与其他手术定位技术对于

3）。结节定位后，记录其US特征，包括：大小、距

发现小的肺结节的效果（即，直视定位、手指

胸膜距离、回声反射性、形状、边界清晰度，多普勒

触诊、器械滑动法）。

显示的血供情况。之后，实施VATS楔形切除术。切

评估运用VATS-US根据结节超声特点来区分肺结
节良恶性的能力。
评估术中腔内US发现术前计算机断层扫描
（computed tomography，CT）未发现的新肺
结节的能力。

除的肺组织，经外科医生在手术室进行肉眼检查以确
定切除肺结节，然后将标本送冰冻切片检查。对于使
用任何标准VATS技术或通过VATS-US均无法定位目
标结节的患者，需进行开胸手术。
由4位普胸外科医生完成或监督完成本研究中的所
有手术。这些外科医生中有3位在本项研究之前没有

该项研究获蒙特利尔大学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批

接受过正规的US训练或是没有US工作方面的经验。

准。我们对所有因单发或多发肺结节计划接受VATS

审核所有的最终病理报告，以证实切除的标本中

楔形切除的患者进行了筛选。符合条件的患者，包括

存在目标结节并确定其性质。同时分析病理报告来评

那些CT确诊为非胸膜下肺结节（术前CT显示结节与

估手术切缘情况。

脏胸膜之间有肺组织）并且准备接受VATS切除的患

结果

者。有些患者因肺结节预计在VATS中非常容易定位
（体积大、胸膜凹陷征），从本研究排除。符合条件
的患者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前瞻性纳入本研究。

在13个月内（2010年9月至2011年10月），43例

术前CT扫描用以记录目标肺结节的大小、部位

患者，其中包括21名男性和22名女性，被前瞻性纳入

和特征，并且用于和术中VATS-US记录的值进行比

研究。患者年龄范围为28岁至88岁（平均57.7岁）。

较。记录术前CT检查日期来计算CT和VATS-US检查

45例手术中使用VATS-US。在研究过程中有2例患者

之间的时间间隔。

因为双侧病变接受了两次手术，手术间隔分别为3个

所有患者的手术均在全身麻醉下通过双腔气管

月和4个月。1例患者因同侧有两个结节而接受手术。

插管单肺通气完成。患者的体位、手术准备及所有

对两个结节中的每一个都使用了VATS-US进行评估，

手术切口均由进行手术的外科医生根据标准VATS手

并且该患者在一次手术中接受了两个VATS。手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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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显示的位置一致。无术前CT未发现而VATS-US发
现结节的情况。
腔 内 VAT S - U S 能 够 探 测 到 4 6 个 结 节 中 的 4 3 例
（93.5％）。有3个肺结节无法用VATS-US进行定位
（表2）。 VATS-US检查时间从少于1分钟至13分钟
不等（平均4.07±3.99分钟）。
VATS-US未能检测到肺结节的3例患者中，1例为
霍奇金淋巴瘤，此患者有多个不确定性肺结节。由于
肺实质极度水肿增厚，应用US无法识别肺结节。使
用VATS观察、手指触诊或器械滑动技术也同样无法
识别结节。对该患者，根据术前CT图像进行了楔形
图1 腔内，头端灵活且角度可调，频率为5~10 MHz的电
视辅助胸腔镜手术超声检查的10 mm线阵探头（Aloka
UST-5536-7.5）。

切除，术后标本中发现1个结节。病理检查证实结节
的存在，组织学诊断为肺霍奇金淋巴瘤。有1个结节
虽然用VATS检查和VATS-US均无法识别，但手指触
诊可扪及。第3个结节因其位置非常靠后并且非常靠

应证包括：34例术前诊断为孤立性肺结节，10例为多

近脊柱，使用VATS-US非常难以发现。由于高度怀疑

发肺结节，1例为支气管囊肿。

该结节为恶性肿瘤（CT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手术时间为24分钟至163分钟（平均 73.4±34.0
分钟）。无重大手术并发症发生。
术前CT检查和手术之间的平均间隔为84天（中
位数，71天）。应用VATS-US对全部46个结节进行

因而实施了VATS肺叶切除术。应用离体VATS-US很
容易检测到该结节。 1例患者由于低氧血症无法进行
单肺通气。对此患者，应用VATS-US可以在不进行肺
隔离的情况下完成结节定位。

了检查：14个位于右肺下叶，10个位于右肺上叶，2

VAT S - U S 的 敏 感 性 为 9 3 . 5 ％ ， 阳 性 预 测 值 为

个位于右肺中叶，10个位于左肺上叶和10个位于左

100％。胸腔镜直视发现肺结节12例（27％），

肺下叶。VATS-US测量的肺结节平均大小分别为长

手指触诊18例（40％），器械滑动技术触诊17例

轴11.3 mm（范围2.7~27.7 mm），短轴8.6 mm（范

（38％）。存在重叠情况是因为有的结节可被1种以

围2~20.4 mm）。与脏胸膜的距离为1 mm至24.1 mm

上的技术定位。使用标准术中检测技术未能发现的

（表1）。

20个病灶，CT显示的平均直径为14.5 mm（长轴）和

应用VATS-US发现的所有结节的位置与术前CT

12.3 mm（短轴）。距胸膜的平均距离为11.0 mm。

图2 A，术前计算机断层扫描示右肺下叶10 mm的小肺结节（箭头 ）。 B，该结节在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超声上相应的
体内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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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术前计算机断层扫描显示位于左肺上叶小的不规则毛玻璃密度影的孤立性结节（箭头 ）。 B，该结节在电视辅
助胸腔镜手术超声上相应的体内图像。

图4比较了该研究队列中应用VATS定位技术检测目标

定位的患者免于中转开胸的能力。
尽管一些研究显示术前结节定位方法是有效和

结节的能力。
结果均经病理检查验证，肺楔形切除的切缘阴性

相对安全的，但仍然具有风险。报告的并发症包括

率为100％。 病理分析证实切除的46个结节中31个为

气胸和肺出血 [6,13,14] 。技术上的困难可能会导致钩状

恶性结节，15个为良性结节。切除结节的回声特点和

导丝的放置失败。导丝也可能被放错位置（不正确

最终病理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表3）。

的插入位置） [15] 。亚甲蓝注射液的位置可能远离结

在20例手术中（20个结节），使用标准VATS技术

节，或者，更常见的，注射后看不到染色剂或染色

无法识别肺结节，只有用VATS-US才能发现。因此，

剂扩散并把病变周围的大片正常肺组织染色，从而

VATS-US使43.5%（20/46例）的病例在无组织学诊断

妨碍了结节的定位 [10] 。在线圈插入后和手术切除前

的情况下避免中转为开胸或肺叶切除。此外，对于那

这段时间内，线圈在肺实质内移位的发生率为3％至

些已经通过传统技术找到结节的病例，实施肺楔形切

10％，如果距目标结节的位移超过10 mm便可导致

除之前的VATS-US检查则进一步确认了结节的位置。

结节的定位失败 [9,16,17]。
在肺完全塌陷时，肺小动脉和小静脉结构在超声

讨论

下显示为均质低回声区，支气管表现为肺小动脉附近
的强回声点。对目标结节是通过US显示的高或低回

VATS-US可以快速、实时、灵敏的对肺结节进行

声结节或通过显示结节下方的高回声影来确认的。这

定位。它的优点在于不需要术前定位技术，因此，相

种技术方便、快捷，可以不借助于任何其他的确认方

比于那些需要在VATS术前进行单独操作对肺结节进

法来完成定位[18]。

行定位的技术，VATS-US更为方便、高效、安全，且

使用US高品质的成像引导识别小而深的结节，

成本更低。它还避免了多个操作之间时间安排的统筹

应用US测量的切缘与切除的肺标本经病理检查证实

问题。在本研究中，没有任何与VATS-US相关的并发

的切缘之间存在密切相关[18]。

症发生。此外，在任何情况下，VATS-US都不需要改
变或延长标准的VATS手术切口。

已经证实腔内US能够识别直径小至4 mm的肺结
节，即使结节位于肺实质的深部也能发现 [19]。在本研

本研究的目的不是来证明VATS-US相比于术前有

究中，我们能够对小至2 mm（US测量结果）的结节

创定位技术（例如，钩状导丝插入、亚甲基蓝、支气

进行定位。与视频显示或手指触诊相比，应用VATS-

管镜结节标记）的优越性。而是要证明VATS-US比没

US对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增高[20,21]。本研究已经证实

有术前定位的标准VATS技术更具敏感性，并且评估

了这一点，VATS视诊的肺结节检出率为27％，手指

VATS-US使那些应用标准VATS技术无法对结节进行

触诊结节检出率为40％。与之相比，VATS-US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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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病变的大小和其距胸膜的距离
VATS-US测量
尺寸（mm）
结果

短轴

长轴

计算机断层扫
描（距胸膜距
离；mm）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阴性
阴性
阴性

2
2.3
2.5
2.9
2.9
3.1
3.6
3.6
3.6
4.7
5.4
6.3
6.9
7.6
7.6
7.8
8
8.3
8.5
8.5
8.6
8.6
8.7
8.8
8.9
8.9
9
9.1
9.4
10.1
10.8
10.8
11.1
11.5
12.1
12.1
12.3
12.3
12.9
14.1
14.4
19.2
20.4
NA
NA
NA

3.7
2.7
5.6
3.2
15.8
5.8
5
4.2
5.1
5.7
8.8
6.4
9.4
7.8
9.4
8
8
15.7
9.4
11
9.1
8.7
14
8.9
15.8
10.2
6.4
15.4
15.7
12.6
12.24
13
11.9
13.4
14.3
14.1
15.9
24.8
16.3
14.7
15.5
25.5
27.7
NA
NA
NA

14
3
1.3
2
1
3
7.5
1
18
9.6
15.3
20
24.1
1.4
4
2
14.5
1
23.1
10.6
4.7
5
1
1
5.4
8.7
2
1
6.5
5
14
13
4.6
15
10.9
14.7
15.7
12.5
4.2
12.2
11
9.5
3
17.6
10.6
9

表2 目标结节的VATS-US结果与最终病理结果
病理学
尺寸（mm）
短轴

长轴

6
4
8
8
8
4.5
5
5
24
8
8
6
16
10
10
5
6
12
10
20
8
10
13
15
14
10
10
11
15
8
15
15
15
13
15
10
15
25
11
15
10
20
10
8
1
2

6
8
8
10
15
4.5
7
5
25
8
8
6
18
10
13
6
7
12
15
22
8
10
13
20
16
10
10
11
16
15
15
20
18
17
21
11
18
30
13
20
18
62
15
7
5
2

病理结果
VATS-US结果

阳性

阴性

阳性

43 (TP)

0 (FP)

阴性

3 (FN)

0 (TN)

VATS-US , 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超声检查；TP, 真阳性；FP, 假阳性；FN , 假阴
性；TN , 真阴性。

未发现的结节。然而，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到目标结
节，而不是其他的结节，所以用在寻找术前CT没有
发现的结节方面的时间很少。
已经发表的数据显示腔内US的特征与病变的恶
性概率相关 [20-24]。但是，在此研究中我们无法证实这
些发现。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样本量太小以至于
无法评估出结节的恶性概率与其US之间的关系。
VATS-US已被证明是一种非常安全、有效的检测
肺结节的方法。尚无 VATS-US相关并发症的报道[21]。
我们的研究亦证实了这些结果。
有研究显示，在 VATS过程中由放射科医生进行
腔内US操作用时更短（大约7.5分钟）。然而，考虑
到等待放射科医生人员安排的问题及放射科医生赶到
手术室所花费的时间，该选择并没有多大意义 [25]。如
果外科医生亦是超声检查医生的话，这一问题就可以
避免。US经验不是进行VATS-US的必要前提，在本
研究中，4个不同的胸外科医生和多个住院医师及其
同事对结节进行了定位。VATS-US技术简单，学习过
程快，表现在最初几例检查时间稍长，其后用时迅速
下降，直至达到平均每例4分钟。

VATS-US , 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超声检查；CT, 计算机断层扫描；NA , 无数据。

肺结节检出率为93.5％。
通过与术前高分辨率CT所显示的结节数量、大
小的对比，US的有效性已得到证实。此外，在一项
研究中，US可以发现之前使用螺旋CT没有发现的2个
新的小结节 [22] 。在本研究中，我们没有找到术前CT

直视定位

手指触诊

器械滑动法

综合的标准
术中技巧

电视辅助胸
腔镜手术超
声检查

图4 比较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定位技术确定目标结节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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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VATS-US检出的结节超声特征和结节病理学特征之间
的关系
特征
形状
圆形
椭圆形
不规则
边缘
不清晰
清晰
回声反射性
高回声
中回声
低回声
多普勒
阳性

恶性

良性

10
11
8

8
2
4

16
13

6
8

3
9
17

1
5
8

5

1

VATS-US ，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超声检查。

本研究中关于使用VATS-US最重要的成果是其在
避免VATS转为开胸手术方面的作用。有20例肺结节
使用传统技术均无法发现，只有通过VATS-US才能找
到。因此，在没有组织学诊断的情况下，VATS-US能
够使43.5%的病例免于中转开胸或肺叶切除术。

结论
对难以发现的非胸膜下肺结节，由外科医生进行
的腔内VATS-US提供了一个实时、简单、有效的定位
方法。这种方法十分安全且没有任何并发症。此外，
在特定的VATS楔形切除手术中，它还可以避免紧急
的中转开胸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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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Dr Bryan Fitch Meyers (St Louis, Mo )：我很欣
赏您的演讲，我有几个问题可以供讨论。
文中所述每个病例均使用了US检查，但是根据
您所描述的病变大小范围，我看到有一个51 mm的病
变和27 mm的病变。我认为，您没有必要用US来寻找
一个5 cm或接近3 cm的肺部病变。如此一来，您是在
尽可能多的使用US检查，在许多情况下US的应用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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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您对此做何评论？
Dr Khereba：仅有1例结节为51 mm，实际上，

Dr Khereba:是的，没错。您指的是术中的手指
触诊法和器械滑动法吗？

它被确诊为支气管囊肿。据外科医生介绍，因为这个

Dr Nwogu：是的。

结节位于中心，他认为手指触诊和器械滑动法可能很

Dr Khereba：对每一例结节，我们都进行了手指

难找到这一结节。本研究中，该结节无法直接看到，

触诊、器械滑动检查和VATS-US。

但可以用手指触诊和器械滑动法发现，US检查也能发

Dr Nwogu：我想知道是否有一些伴有非常严

现。至于其他的结节，20 mm或27 mm，在该研究中有

重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这些患者的肺不能

2个或3个这样的病例，它们都位于肺实质深部。

完全塌陷。在这种情况下，应用US检查是否会更加

我们根据外科医生的选择来选择结节。我们审
核过这些结节；但是，如果外科医生需要进行US检
查，那他就会要求使用US检查。
Dr Charles R. Bridges (Charlotte, NC ) ：需要指出

困难？
Dr Khereba：对于肺气肿患者，没有出现任何困
难。实际上确实有一例这样的患者，我们无法让他的
肺完全塌陷，但仍然使用US发现了结节。

的是，长轴的平均直径仅为13 mm。因此，有51 mm显

Dr Nwogu：那么说空气对成影完全没有干扰？

然是一个离群值。

Dr Khereba：肺气肿患者的结节很难找到。不

Dr Khereba：只有1个结节超过我们的均值；大
部分结节是在5 mm和50 mm之间。

过，在我们检查的所有患者中的大多数已经有肺气
肿，但我们觉得没有困难。

Dr Meyers: 我同意您的观点，我明白您在表达

Dr Nwogu：在3个病例中使用您们的技术无法

这样一个想法，您在证实这项新技术的潜在用途，但

对病变进行定位。您认为在这些病例中失败的原因

在实际的临床应用中，如果结节大小平均为13 mm，

是什么？

这意味着有一半的病变大于这一均值。通常来说这种

Dr Khereba：我们有3例这样的情况。第一例患

困难存在于亚厘米级的病变。您可能会说，在此试验

者是多发的肺结节，使用其他方法都不能发现这些结

中可能有一半的病变将会非常难找。因此，可能需要

节，之所以没办法对这样的肺进行检查是因为它根本

将类似技术的广泛应用稍微加以集中，用在最难找的

没有反射波。由于是多发肺结节，所以我们进行了盲

病例上。

切及VATS切除并发现了结节。最终发现是霍奇金淋

Dr Khereba：谢谢您的问题。我认为，在发表的
研究中已经证明，小于10 mm或大于1 cm的肺深部病
变的中转开放率更高。

巴瘤。
另一个结节非常难找，因为它位于肺的后面并
且靠近脊柱，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应用US无法将其找

谢谢。

到。最后，因为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CT显示高度

Dr Chumy Nwogu (Buffalo, NY )：我有3个问题

可疑，我们对这例患者实施了肺叶切除，并用US在

向您请教。这项研究非常有趣，我很期待能在我的实

离体标本中找到了该结节。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是

践中加以应用。不过，我想知道关于其他技术的数据

一个阴性结果。

来源，您是否只是将您的US研究结果与先前发表了

对于第三个结节，使用US检查没有找到，但我

的一些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在具有大小相似、深度

们通过手指触诊发现了该结节。我们重新使用US对

相近病变的患者中，您们有没有对这些技术的对比结

结节进行了检查，仍然无法找到。所以，我们最终也

果进行研究？

认定其为阴性结果。

(王猛 译 张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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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脏病

对介于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及传统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适应证
间“灰色地带”的主动脉瓣疾病患者尝试使用无缝合主动脉瓣置
换术：一项多中心、倾向配对分析

目的：本 项多中心、倾向匹配研究旨在比较存在症状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患者，接受经心 尖 导管主动脉瓣植 入 术
（transapical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TA-TAVI）和无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sutureless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SU-AVR）后的早期临床和超声心动图结果。

方 法：本研究回顾了 2008 年 4 月至 2011 年 5 月间来自 20 个中心的 468 例行 TA-TAVI 的患者，以及 2011 年 3 月至
2011 年 9月间来自 3 个中心的行 SU-AVR 的患者数据。
研究采用倾向评分分析法，
建立了由 38 对配对患者组成的两个组。
倾向分析中纳入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体表面积、纽约心脏协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心功能分级、
Logistic 欧洲心血管手术危险因素评分（European system for cardiac operative risk evaluation，EuroSCORE）、周围血
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主动脉瓣口面积、二尖瓣反流情况及左
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

结果：两组患者术前特征相当。TA-TAVI 和 SU-AVR 组患者院内死亡率分别为 5.3% 及 0%（P =0.49）。两组均未观察
到卒中或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两组中各有 2 例患者术后需要行永久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均为 5.3%，P=1.0）。TA-TAVI
和 SU-AVR 组中分别有 1 例（2.7%）和 2 例（5.3%）患者术后需要透析治疗（P =1.0）。出院前超声心动图数据提示 TATAVI 组患者术后瓣周漏（至少为轻度）发生率高于 SU-AVR 组（44.7% vs. 15.8%，P =0.001），但人工瓣膜平均跨瓣压
差无显著性差异（10.3±5 mm Hg vs. 11±3.7 mm Hg，P =0.59）。

结论：本研究的初步经验显示，对于常规外科手术风险较高的患者，SU-AVR 与 TA-TAVI 相比同样安全、有效，且术后
主动脉瓣瓣周漏发生率更低。(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010-8)

对于症状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severe symptomatic

瓣置换术（surgical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SAVR）由

aortic valve stenosis，SSAVS）患者而言，外科主动脉

于术后早期和长期临床预后极好，并且在血流动力学、
瓣膜耐久性和无瓣膜相关并发症生存率等方面具有优
势，可作为首选治疗方案 [1]。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TAVI）用于无
法耐受外科手术或高风险的 SSAVS 患者时，显示出很
好的早期和中期临床及血流动力学结果 [2,3]。使用球囊
可扩张人工生物瓣膜的 TAVI 用于无法施行外科手术的
患者，显著优于单纯药物治疗 [4]，在老年患者中的结果
也不亚于 SAVR[5]。使用介入球囊扩张植入人工瓣膜的
TAVI 技术可通过心尖路径前行植入或逆行植入，后者
通常采用股动脉路径，但最近经主动脉路径的植入方
式亦有报道 [6,7]，锁骨下动脉植入路径则较少采用。经
股动脉路径对患者创伤小，无需全身麻醉和器官插管，
通常作为 TAVI 技术的首选路径。然而，经心尖 TAVI
（transpical TAVI，TA-TAVI）在提供良好临床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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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案，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均见于此前已发

缩写及缩略词

表的相关文献 [11]。为了避免潜在的选择偏倚，本研究

CABG

=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I-TA

= 意大利经心尖主动脉植入术登记

NYHA

= 纽约心脏协会

SAVR

= 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

SSAVS

= 症状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

SU-AVR

= 无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

TA-TAVI

= 经心尖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TAVI

= 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分析中排除了 98 例因主动脉广泛钙化不宜外科手术治
疗而行 TA-TAVI 的患者。因此，我们从 I-TA 共纳入了
468 例患者的临床数据，作为本研究配对前的 TA-TAVI
研究队列。
无缝合瓣膜
前瞻性收集并分析了 2011 年 3 月至 2011 年 9 月
间 在 意 大 利 3 个 中 心 使 用 Perceval S 人 工 生 物 瓣 膜

同时，植入路径的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也较低（即使在

（Sorin Biomedica Cardio，Saluggia，Italy）进行 SU-

伴有严重外周血管疾病的患者） 。近年来，无缝合主

AVR 的 51 例患者数据（这 3 个中心进行的所有 SU-

动脉瓣置换术（sutureless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SU-

AVR 病例）。使用与 I-TA 一致的数据集收集无缝合

AVR）SU-AVR 由于具有较好的早期临床和血流动力学

瓣膜相关数据，从而确保数据的同质性、可比性，以

[8]

预后，
被推荐作为高危 SSAVS 患者的辅助治疗方案

[9,10]

。

及最重要的可靠性。Perceval S 生物瓣膜主要由置于

与 SAVR 相比，SU-AVR 潜在的优点主要与其移除自体

可扩张金属支架的 3 片牛心包叶片组成。SU-AVR 的

主动脉瓣方式相关，可缩短主动脉阻断时间及通过简

具体方式可根据手术类型及相关操作等因素，最终由

单、微创的方法施行手术。因此，可施行外科手术治

进行手术的外科医师根据其偏好来确定。在本研究中，

疗但风险较高的患者可作为潜在的 SU-AVR 实施对象，

采取全胸骨切开、微创胸骨切开以及右侧第二肋间胸

此类患者可从缩短的主动脉阻断时间和（或）微创手

壁小切口 [12] 的患者分别为 36 例（70.6%）、4 例（7.8%）

术方式中获益。换言之，这类患者处于接受 SAVR 时

和 11 例（21.6%）。所有 SU-AVR 手术均在中度低温

存在高风险，但又并非真正“不可手术”的“灰色地带”。

（32℃）体外循环下施行，均进行主动脉阻断及心脏

由于 TAVI 和 SU-AVR 均可用于治疗高危 SSAVS 患者，

停搏。手术于主动脉瓣瓣环上 3 cm~3.5 cm 处横行切

因此本项多中心、倾向配对分析研究旨在比较施行 TA-

开升主动脉，移除自体瓣膜并清除瓣环钙化。清除瓣

TAVI 及 SU-AVR 的患者出院时的早期临床及超声心动

环钙化时并不需要像传统外科手术那样尽可能清除整

图结果。

个瓣环的所有钙化，而主要在于清除较大的钙化团块，
以维持形状较为均匀的圆形瓣环供无缝合瓣膜植入。

患者与方法

清除钙化后，测量其瓣环径并选择适宜大小的瓣膜。
主动脉瓣瓣环径在 19 mm~21 mm 者通常选择“小号”

本研究已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患者均签署

瓣膜，瓣环径 21 mm~23 mm 则选择“中号”瓣膜。
在本研究进行期间“大号”瓣膜尚未上市。在主动脉

知情同意书。

左右冠窦及无冠窦最低点位置使用 3 根 4-0 聚丙烯缝
经心尖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线穿过瓣环作为引导，瓣膜输送器借此引导植入恰当

回顾分析 2008 年 4 月至 2011 年 5 月间意大利经

位置并展开瓣膜。待瓣膜展开后，移除传送器及引导

心 尖 主 动 脉 瓣 植 入 术 登 记（Italian Registry of Trans-

缝线，于人工瓣膜瓣口处伸入球囊，以 3 个大气压

Apical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I-TA） 中 纳 入 的 566

的压力扩张瓣膜约 30 秒使其完全扩张。最后使用常

例患者数据。I-TA 是一项独立的、前瞻性、多中心登记，

规方法关闭升主动脉切口（图 1）。Perceval S 人工

纳入了自 2008 年 4 月 Edwards Sapien/Sapien XT 心包

瓣膜技术的更多细节见已发表的相关研究 [9,13]。SU-

生物瓣（Edwards Lifesciences，Irvine，Calif）上市以来，

AVR 适应证为：瓣口面积小于 0.8 cm2、平均跨瓣压

在意大利使用该瓣膜进行 TA-TAVI 的绝大部分患者。

差 >40 mm Hg 的 SSAVS 患者，以及伴有高龄（>75

I-TA 的详细介绍、参与的中心和研究者、TA-TAVI 适

岁）、合并症及身体虚弱等手术高危风险因素的患者。

应证、植入装置的特征、大小和植入方法、术后药物

由于 SU-AVR 技术的实施并无临床指南和（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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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Perceval S 无缝合主动脉生物瓣膜，可清晰看见牛心包材料所制的人工瓣膜瓣叶及镍制骨架。B：生物瓣膜收
缩在专用持瓣器上，将 3 根引导线分别穿过各人工瓣膜瓣叶中点及主动脉各窦部最低点，确保瓣膜植入恰当位置。C：
瓣膜植入恰当位置后扩张。D：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示 Perceval S（箭头处）瓣膜于主动脉根部、瓣环内安置妥当。

的指导，且操作经验有限，因此我们并未采用严格的

两组患者在术前和出院前均在各自研究中心接受

EuroSCORE 评分或胸外科医师协会评分临界值作为

临床及超声心动图评估。超声心动图相关数据根据现

纳 入 标 准。 进 行 SU-AVR（ 而 不 是 SAVR 或 TAVI）

有的推荐测量方法检测 [14]。瓣膜跨瓣压差使用修正的

的决定由主刀的心脏外科医师基于患者术前情况的认

伯努利方程计算得出。同样根据现有推荐的分级方法

真评估以及临床观察而做出。Perceval S 瓣膜的禁忌

将人工瓣膜反流情况分为无或微量、轻度（1+/3+）、

证包括：既往曾有人工瓣膜植入史或瓣膜成形史且植

中度（2+/3+）和重度（3+/3+）[15]。根据 EuroSCORE

入的瓣膜或成形环无法被无缝合生物瓣膜取代、双瓣

Ⅰ期评分系统定义术前各危险因素评价指标 [16]，术后

或以上的瓣膜手术、主动脉瘤样扩张（≥ 45 mm）或

疗效则根据瓣膜学会研究联盟定义的指标评价 [17]。

夹层、感染性心内膜炎活动期内、二叶式主动脉瓣以
及近期（＜ 90 天）心肌梗死病史。所有患者术前均

统计学分析

进行全面超声心动图检查，测量主动脉瓣瓣环径、主

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使用均数± 标准差形式表示，

动脉根部及窦管交界等的内径大小，以及主动脉根部

非正态分布的变量（通过 Shapiro-Wilk 正态性检验确定）

的高度（从主动脉根部到窦管交界处）。主动脉窦管

则使用中位数及四分位间距（25%~75%）表示。分类

交界内径 / 主动脉瓣瓣环径比值≤ 1.3 的患者被认为

变量使用绝对频数分布和百分比进行描述，使用 χ 2 检

适合 Perceval S 瓣膜植入。术后所有 SU-AVR 患者每

验或者 Fisher 精确检验进行比较。连续变量的比较使

日口服阿司匹林 100 mg，而伴有慢性心房颤动的患

用 t 检验及 Mann-Whitney 秩和检验。使用倾向评分配

者则接受口服抗凝药物治疗。

对分析调整两组数据基线差异（根据倾向评分按 1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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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未配对人群的术前特点
TA-TAVI (n=468)

变量
年龄，岁（IR）
男性，n（%）
高血压，n（%）
糖尿病，n（%）
NYHA 心功能≥ 3 级，n（%）
外周血管疾病，n（%）
COPD，n（%）
神经功能障碍，n（%）
透析，n（%）
Logistic EuroSCORE 评分，%
冠状动脉疾病，n（%）
既往心脏手术，n（%）
心房颤动，n（%）
LVEF，%（IR）
平均跨主动脉瓣压差，mm Hg（IR）
主动脉瓣瓣口面积指数 cm2/m2（IR）
肺动脉压力，mm Hg（IR）

SU-AVR (n=51)

~

~

~
~

~
~
~

P值

~
~

~

TA-TAVI ：经心尖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SU-AVR ：无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IR ：四分位间距；NYHA ：纽约心脏协会；COP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LVEF ：左
心室射血分数。

1 配对）。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计算每例患者的倾向
评分。参考 Austin 的建议

[18]

以及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使用倾向评分 Logit 模

LVEF）。倾向性 c 统计值为 0.96。两组间疗效比较时

型计算上述倾向评分的标准差，以每 0.2 分段进行配

亦考虑了倾向评分配对样本的配对性质。专门对连续

对。倾向分析中所采用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体表

变量使用配对 t 检验或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对二元

面 积、 纽 约 心 脏 协 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二分）变量则使用 McNemar 检验。临界水平 <5%

NYHA） 心 功 能 分 级、Logistic EuroSCORE 评 分、 外

（P <0.05）视为存在显著差异。使用 STATA 软件包进

周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行统计分析（Windows 10.0 版，Stata Corporation LP，

pulmonary，COPD）、主动脉瓣口面积、二尖瓣反流

College Station，Tex）。

表 2 配对后两组患者术前特点
TA-TAVI (n=38)

变量
年龄，岁（IR）
男性，n（%）
高血压，n（%）
糖尿病，n（%）
NYHA 心功能≥ 3 级，n（%）
外周血管疾病，n（%）
COPD，n（%）
神经功能障碍，n（%）
透析，n（%）
Logistic EuroSCORE 评分，%
冠状动脉疾病，n（%）
既往心脏手术，n（%）
心房颤动，n（%）
LVEF，%（IR）
平均跨主动脉瓣压差，mm Hg（IR）
主动脉瓣瓣口面积指数 cm2/m2（IR）
肺动脉压力，mm Hg

~

SU-AVR (n=38)

P值

~
~

~

TA-TAVI ：经心尖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SU-AVR ：无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 NYHA ：纽约心脏协会；COP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LVEF ：左心室射血分数；
IR ：四分位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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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A-TAVI 和 SU-AVR 组患者术后结果
TA-TAVI (n=38)

变量
住院期间死亡率，n（%）
需 CVVH 的 ARF，n（%）
AMI，n（%）
卒中，n（%）
出血（危及生命 / 致残性的大出血事件），n（%）
PPM 植入，n（%）
平均跨瓣压差，mm Hg
出院时 AR（轻度及以上），n（%）
出院时 LVEF，%（IR）
新发心房颤动，n（%）
经口气管插管时间，小时（IR）

~
~

U-AVR (n=38)

P值

~
~

TA-TAVI ：经心尖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SU-AVR ：无缝合技术的主动脉瓣置换术；ARF ：急性肾功能衰竭；CVVH ：连续性静 - 静脉血液滤过；AMI ：急性心肌
梗死；PPM ：永久心脏起搏器；AR ：主动脉瓣反流；LVEF ：左心室射血分数；IR ：四分位间距。

结果

列出了两组患者术后结果。TA-TAVI 组出现 2 例住院
期间死亡病例（5.3%），原因分别为主动脉瓣环破裂

表 1 列 出 了 未 配 对 的 TA-TAVI（n=468） 及 SU-

导致的大出血和术后心源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各

AVR 组（n=51）患者的术前临床和超声心动图数据。

1 例）；SU-AVR 组中无住院期间死亡（P =0.49）。两

从未配对队列来看，TA-TAVI 组患者术前存在外周血

组中各有 2 例患者术后需永久植入起搏器（P =1.00）。

管疾病及 COPD 的比例高于 SU-AVR 组。此外，TA-

SU-AVR 组 中 有 2 例（5.3%） 患 者 术 后 需 临 时 使 用

TAVI 组患者还存在显著更高的 Logistic EuroSCORE

连续性静 - 静脉血液滤过进行肾脏替代治疗，而 TA-

评 分、 更 差 的 NYHA 心 功 能 分 级 和 更 低 的 LVEF。

TAVI 组无患者需要这一治疗（P =0.49）。SU-AVR 和

而经过倾向分析和配对后，分成配对 TA-TAVI 组和

TA-TAVI 组术后分别有 16 例（42.1%）和 7 例（18.4%）

SU-AVR 组（ 各 38 例）。 表 2 列 出 了 配 对 后 两 组 患

患 者 发 生 心 房 颤 动（P =0.04）。TA-TAVI 组 中 发 生

者的术前临床特点。两组患者的术前特点总体上相

1 例导致患者死亡的危及生命 / 致残性出血事件（致

当。 具 体 来 看， 两 组 间 的 Logistic EuroSCORE 评 分

命性出血），1 例大出血（5.3%）；SU-AVR 组中亦

（14.8%±7.5% vs. 13.7%±7.2%，P =0.49）和 年 龄

有 1 例患者发生危及生命 / 致残性出血事件（2.6%；

（8 0 . 9 ± 6 . 9 岁 v s . 8 0 . 9 ± 3 . 9 岁 ，P = 0 . 9 2 ）相似，

P =1.00）。TA-TAVI 组和 SU-AVR 组的人工瓣膜植入

NYHA 心功能分级、外周血管疾病发生率及 COPD 发

成功率分别为 97.4%（37/38，1 例患者因初次植入人

生率也相似。TA-TAVI 组中使用 23 mm 和 26 mm 瓣

工瓣膜移位行再次植入）和 100%（P =1.00）。出院

膜的患者分别为 16 例（42.1%）和 22 例（57.9%），

前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两组患者的瓣膜平均跨瓣压差

而 SU-AVR 组 中 使 用“ 小 号” 和“ 中 号” 瓣 膜 者 分

（TA-TAVI 和 SU-AVR 组 分 别 为 10.25±5.03 mm Hg

别 为 17 例（44.7%） 和 21 例（52.3%）。SU-AVR 组

和 10.95±3.72 mm Hg，P =0.59）、 有 效 瓣 口 面 积 指

中 有 12 例 患 者（31.6%） 同 期 行 冠 状 动 脉 旁 路 移 植

数（TA-TAVI 和 SU-AVR 组 分 别 为 1.1±0.21 cm2/m2

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而 TA-

和 1.01±0.22 cm2/m2，P =0.64） 和 LVEF 均 无 显 著 性

TAVI 组 中 则 有 10 例 患 者（26.3%） 于 TAVI 手 术 前

差异。但另一方面，我们观察到 TA-TAVI 组术后瓣周

先 期 行 冠 状 动 脉 支 架 置 入 术。SU-AVR 组 中 有 3 例

漏（轻度及轻度以上，≥ 1+/3+）的发生率显著高于

患 者（7.9%） 存 在 心 脏 手 术 史（2 例 CABG，1 例

SU-AVR 组，两组分别为 44.7%（17/38）和 15.8%（6/38）

SAVR），而 TA-TAVI 组中则为 5 例（均为 CABG）

（P =0.001）。TA-TAVI 组中 17 例术后发生瓣周漏的

（P =0.71）。SU-AVR 组的平均体外循环时间和主动

患者中，14 例为轻度（1+/3+），3 例为中度（2+/3+）；

脉阻断时间分别为 69±26 分钟和 44±17 分钟，而全

而 SU-AVR 组中所有 6 例均为轻度。两组患者中均未

部队列患者中则为 74±26 分钟和 50±20 分钟。表 3

观察到卒中或急性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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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长的主动脉阻断时间，这也是新技术开展应用

讨论

初期无法避免的。需同期行其他手术的高危患者可能
在过去的几年中，很多作者研究了 TAVI 的临床和

从主动脉阻断时间和体外循环时间缩短中获益更多。

血流动力学结果，但关于 SU-AVR 的研究资料却很少。

在我们的配对队列中，三分之一的 SU-AVR 患者同期

据我们所知，本研究首次将 TAVI 与 SU-AVR 两种手

行 CABG， 而 20% 的 TA-TAVI 患 者 术 前 先 期 行 冠 状

术方式进行了比较。本研究经倾向匹配后，得到两组

动脉支架手术，术后两组均无急性心肌梗死。因此，

配对的分别行 TA-TAVI 和 SU-AVR 的高危（年龄 >80

我们推测对于合并冠状动脉疾病和 SSAVS 的高风险

岁；Logistic EuroSCORE 评分约 15%）SSAVS 患者队列。

患者，如果存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两组患者的院内死亡率、术后严重并发症和瓣膜跨瓣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指征，则可选择先行 PCI

压差均无显著性差异。然而 TA-TAVI 组患者的术后瓣

治疗后再行 TAVI 治疗；对于冠状动脉病变无法通过

周漏发生率较高，而 SU-AVR 组患者术后新发心房颤

PCI 治疗的患者则可选择 SU-AVR 同期行 CABG 治疗。

动发生率较高。对于所有外科技术来说，正确选择候

这一推论需要更大的前瞻性研究加以证实。

选者是获取最佳结果和改善患者预后的前提。而从无

尽管 TAVI 治疗 SSAVS 疗效确切，但术后瓣周漏

缝合主动脉生物瓣膜进入临床实践后，主动脉瓣替代

发生率较高。本研究的 TA-TAVI 配对人群中有 17 例

物的组合才被认为是完整的。SSAVS 患者可根据其术

患者（44.7%）术后发生明显的瓣周漏（轻度及以上，

前临床表现、解剖学特征和风险因素，选择 SAVR、

≥ 1+/3+）；其中 14 例患者为轻度，3 例为重度。而

TAVI 或 SU-AVR。SAVR 是低手术风险、较为年轻患

SU-AVR 组的瓣周漏发生率显著更低（6 例患者出现轻

者毋庸置疑的首选治疗方案，而手术风险非常高或者

度瓣周漏，15.8%，P =0.001）。最近发表的经导管主

无法手术的患者可以从 TAVI 中获益，然而对于手术风

动脉瓣植入（PARTNER）试验结果显示，TAVI 术后 1

险虽高但可以耐受手术治疗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仍有

年和 2 年的瓣周漏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SAVR[21]。瓣周漏

争议。本研究采用倾向评分匹配的方法，从 I-TA 纳入

会对患者预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 PARTNER

的所有 TA-TAVI 患者中，选择了 Logistic EuroSCORE

试验已经证实，TAVI 术后存在主动脉瓣瓣周反流会增

评分值最低的患者。这些患者的手术风险较高但并非

加患者的远期死亡率，这一影响部分与反流的严重程

极高，属于各种治疗策略适应证有所重叠的“灰色地

度相关，即使是轻度主动脉瓣反流仍可能导致远期死

带”。对于此类患者，SAVR、TAVI 和 SU-AVR 均为

亡率的升高 [21]。此 外 ， 术 后 出 现 瓣 周 漏 已 被 确 定

可选的治疗方案。治疗方案的选择应基于各种人工瓣

为 TAV I 后 远 期 死 亡 的 独 立 预 测 因 素 （ 危 险 比 ：

膜的特性和优缺点。SAVR 易于推广且可为大部分患

3 . 7 9 ） [ 2 2 , 2 3 ] 。 因此，本研究中 SU-AVR 后瓣周漏发

者提供最佳的手术技术、临床表现和血流动力学收益，

生率较低这一发现，对于瓣膜替代物的选择非常重要。

因此目前仍是 SSAVS 的首选治疗方案。TAVI 与 SAVR

本研究 SU-AVR 组中轻度（1+/3+）瓣周漏的发生率

相比的优势主要在于对患者的创伤更小，即无需体外

（15%）与另一项研究报告的结果相似 [9]，考虑到这仅

循环及主动脉阻断、手术时间短、外科创伤小等。上

是全部 SU-AVR 学习曲线的初步经验，这一数字是可

述特性使 TAVI 成为无法手术

[4]

或高手术风险

[5]

患者

以接受的。实际上，有关于患者选择、人工瓣膜型号、

一种较好的治疗选择。另一方面，虽然 SU-AVR 也需

放置位置以及清除瓣环钙化等多方面仍值得未来进一

要体外循环及主动脉阻断，但其手术时间（理论上）

步探讨。对于 SU-AVR 组术后心房颤动发生率较高这

比 SAVR 短。体外循环时间及主动脉阻断时间已被证

一现象，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与 SU-AVR 手术

明是成人心脏手术后 30 天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

[19]

，

本身是一个真正的心内直视手术有关。心脏外科手术

因此对患者预后有重要影响。尽管本研究中主动脉

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与术后严重并发症密切相关，包

阻断和体外循环时间与文献中报告的常规 SAVR 类

括认知改变、肾功能不全、感染等 [24]，这些并发症对

似 [20]，但有研究显示单纯 SU-AVR 的主动脉阻断时间

于 SU-AVR 这样一组有着较高手术风险的患者的预后

[9]

最短仅为 18 分钟 ，当然这很可能与学习曲线和外科

都有可能造成重要影响。

手术经验相关。此外，本研究中包含通过微创手段（胸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研究纳入患者数

骨小切口和右侧胸壁小切口）实施手术的患者，可能

量较少，并且仅关注了住院期间的结果。配对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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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少主要与进行 SU-AVR 的患者例数（n=51）较少
有关，选取协变量配对后，我们仅得到了每组各 38 例
患者的匹配较为完美（c 统计值 0.96）的两个配对组。
TA-TAVI 较 SU-AVR 开展时间较早，因此对一些较早
接受手术的患者无法选择 SU-AVR。然而，最终治疗
方案的选择往往由多学科医师共同讨论后确定。超声
心动图检查由不同的医师采用不同的检查仪器完成，
本研究并没有设立超声中心实验室。术后并发症的评
估由各中心分别完成，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委员会进行
复查。为了正确解读这些数据，我们必须指出：①我
们仅仅纳入了 TA-TAVI 患者；② Sapien 和 Sapien XT
瓣膜均有使用。由于我们无法获取本研究中意大利境
内所有经股动脉 TAVI 的资料——由于未针对其专门进
行登记——因此仅选取了 TA-TAVI 作为本研究的研究
对象。由于大部分 TAVI 均首先考虑经股动脉路径，因
此接受 TA-TAVI 的患者较经股动脉 TAVI 的患者手
术风险更高 [25]，尽管并未发现两者的预后存在显著
差异 [26]。Sapien 和 Sapien XT 两种瓣膜的设计略有差
别，从而导致两者的术后瓣周漏发生率也存在差异。
而在本研究早期，即刚开始新的学习曲线时（特别是
对于瓣膜的大小和放置位置选择上缺乏经验），均未
考虑 Sapien XT 瓣膜而选用了 Sapien 瓣膜。因此本研
究仅为初步的经验总结，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包含所有
TAVI 方案的大样本、前瞻性、随机研究来证实这些结
果，并从生存率、瓣膜耐久性、瓣膜相关不良事件发
生率等多方面评估其中期和远期疗效。
总 之，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SU-AVR 用 于 治 疗 高 危
SSAVS 患者与 TA-TAVI 同样安全和有效。SU-AVR 术
后瓣周漏发生率较低，但心房颤动发生率较高。有
能力同时提供 SAVR、TAVI（包括所有路径）和 SUAVR 的临床中心，可以为 SSAVS 患者提供全面的治疗
方案选择，并根据每位患者的特殊临床和解剖学表现，
选择对其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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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对主动脉瓣环的大小提出疑
问。因为 TAVI 可选的瓣膜有 23 mm 和 26 mm，但是
无缝合主动脉瓣仅有 21 mm 和 23 mm。术后未观察
到两者跨瓣压差存在区别，您认为是否可能与 TAVI
中仅使用较大的瓣膜而无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中仅使
用较小的瓣膜有关？我原期望无缝合主动脉置换术的
跨瓣压差会小于 TAVI，因为在手术过程中可以切除
病变的瓣膜。
再次谢谢您！
Dr D'Onofrio：无缝合主动脉瓣置换的学习曲线较

讨论

TAVI 要求较低，对于相比导管介入更习惯外科治疗的

Dr Thierry P. Carrel（Berne, Switzerland ）：近

心脏外科医师尤其如此。

年来，随着几种主动脉瓣人工瓣膜引入欧洲市场，主

本研究中单纯无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的主动脉阻

动脉瓣置换方法的选择逐渐增加，但迄今为止这几种

断时间平均是 44 分钟，但是有文献提到最短的主动脉

新产品的适应证仍不明确。这些人工瓣膜均仅限于主

阻断时间只有 18 分钟。我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与学习曲

动脉瓣狭窄的治疗，生产者所宣传的优点也主要是减

线的完成与否有关，实际上本研究中纳入的病例是我

少主动脉阻断时间。最近的一些小样本研究也证实了

们在意大利最早开展这类手术时的患者。无论如何，

上述结果。

我们观察的结果是随着临床经验的增加，这类手术的

对单纯主动脉瓣置换术来说，主动脉阻断时间是
决定体外循环时间的最重要因素，但主动脉阻断时间

主动脉阻断时间也会逐渐缩短。因此我十分肯定，在
未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更短的主动脉阻断时间。

对总体心脏手术人群或单纯主动脉瓣置换患者预后影

参与 I-TA 的大部分中心，通常优先选取股动脉路

响的证据仍很少。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证实主动脉瓣

径行 TAVI。而我们的登记仅仅纳入了经心尖路径施行

狭窄患者可以从主动脉阻断时间的缩短中获益。

手术的患者，因此对于本项研究我们无法获取经股动

因此尽管本研究只关注于主动脉瓣置换的部分治

脉路径手术的资料。然而，由于经股动脉路径手术通

疗方案，但它仍是一项及时的、出色的研究，因为目

常由心脏内科的介入医师完成，在本次研究中我们观

前针对患者个体情况选择适宜的主动脉瓣狭窄的治疗

察到心脏外科医师同时施行经导管手术和外科手术，

方案越来越重要。同时本研究也给我们带来了有趣的

这一点非常有趣。

信息：TAVI 患者术后瓣周漏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高

本研究发现 TA-TAVI 和 SU-AVR 在术后跨瓣压差

于 SU-AVR 组，但即使后者 15% 的瓣周漏发生率也是

方面无差别。但由于这项研究的样本较小，因此我认

不可接受的！

为无法从中得到最终的结论。实际上，我认为标称瓣

因此我想对作者提三个问题。首先，请问您能否

膜大小对跨瓣压差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对外科医师能够顺利使用无缝合瓣膜的学习曲线作一

Dr Joseph F. Sabik (Cleveland, Ohio )：我想问一个

下评论？以及您认为哪种外科径路最适合施行无缝合

关于无缝合瓣膜植入技术方面的问题。您们对主动脉

瓣膜置换术？坦白地说，我仍然认为对于单纯无缝合

瓣瓣环的钙化清除到什么程度？是否需要遗留一些钙

主动脉瓣置换术来说，44 分钟的主动脉阻断时间显得

化块以确保瓣膜的稳定性——就像经导管植入瓣膜一

过长。因为我们发现通过微创方法实施无缝合主动脉

样——或是像心内直视手术那样尽可能将钙化块清除

瓣置换术有点困难，厂家提供的瓣膜引导器无法弯曲，

干净？

因此无法尽可能地在较好的手术视野下轻松扩张瓣膜。

Dr D'Onofrio：我们是清除瓣环的钙化，但不像传

第二个问题：如今世界范围内大部分 TAVI 手术都

统外科治疗那样尽可能的清除一切钙化团块。即便有一

是由股动脉路径施行。为何您们仅选择经心尖 TAVI 的

些钙化残余，我们只需要确保清除后的瓣环形状为较为

患者与无缝合瓣膜置换的患者作对比，而不考虑那些

规则的圆形就可以了，这样瓣膜可以被顺利植入。

可能同样有可比性的经股动脉 TAVI 患者？

Dr Sabik：钙化清除到何种程度，是否会影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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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瓣膜瓣周漏？是否存在瓣周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D’Onofrio et al

步下降（就像经导管植入瓣膜一样）。我们正在学习

Dr D'Onofrio：是的，我们观察到使用无缝合瓣

如何确定瓣膜的型号，如何扩张瓣膜。我们始终都在

膜后有小部分患者出现瓣周漏。清除钙化最重要的是

学习，对于无缝合瓣膜技术也同样如此。随着学习曲

在无缝合瓣膜植入前确保无钙化团块、较为均匀的圆

线的完成，我相信结果将会改善。

形瓣环。我们没有观察清除瓣环钙化的程度与术后瓣
周漏发生率的相关性。

Dr Keith B.Allen (Kansas City, Mo )： 我 想 继 续
上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最新的 PARTNER 研究数据

D r K h a l e d D . A l g a r n i ( To r o n t o , O n t a r i o ,

得知，即使是微量的瓣周漏都会对死亡率产生不良影

Canada )：您们的两个研究组匹配很好。然而，术前

响。当然您们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可能还并不了解这一

患者体质较差也许是您们没有说明的一个重要的混杂

点，但是向前来看，这是否对您们做无缝合瓣膜置换

因素。您们是否认为 TAVI 组中体质较差患者较无缝

的方式方法有所影响？因为您们要对患者施行体外循

合瓣膜组更多？而这是否可以解释 TAVI 组中较高的

环下心内直视手术，如果选择传统的瓣膜缝合固定可

死亡率？

能仅仅会延长 10~15 分钟的时间，但却不需要过度担

Dr D'Onofrio：体质较差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心术后瓣周漏的风险。

但我们没有特意就此收集资料，因此我们无法在统计

Dr D'Onofrio：是的，我完全赞成您的观点。主

学分析中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配对 TAVI 组的

动脉瓣置换患者术后出现瓣周漏是术后早期和远期临

Logistic EuroSCORE 评分低于全部 TAVI 患者的平均

床结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必须确认

值， 是 由 于 倾 向 匹 配 时 选 择 了 Logistic EuroSCORE

什么样的患者最需要施行无缝合瓣膜置换的手术。因

评分较低的患者作为配对组。而这些患者考虑 TAVI

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可接受的瓣周漏发生率

的主要原因在于体质较差，而不是 EuroSCORE 评分。

较小的折衷方案。然后，就如我之前所说，随着学习

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体质情况的量化指标。

曲线的完成和经验的累积，我相信我们的结果一定会

Dr Mustafa Cikirikcioglu (Geneva, Switzerland )：

有所改善。

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瓣周漏的发生率。您们报告的无

Dr Behzad Soleimani (Hershey, Pa )： 我 也 有 几

缝合瓣膜组术后瓣周漏发生率为 15%，那么您们认为

个关于无缝合瓣膜组的瓣周漏发生率的问题。在手

这样的发生率对于一种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手术来说是

术 结 束 前 使 用 经 食 管 超 声 心 动 图（transesophageal

否可以接受？第二个问题：您们为何不选择行标准外

echocardiogram，TEE）发现的瓣周漏有几例？如果

科主动脉瓣置换的患者作为第三个对照组？谢谢。

发现轻度以上的瓣周漏，您们在手术室会采取什么样

Dr D'Onofrio：我首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我

的治疗策略？

们正在设计包含经导管瓣膜植入、无缝合瓣膜置换、

Dr D'Onofrio：少量瓣周漏中有 4 例是在出院前

传统外科置换的三个对照组的全新临床研究，并希望

检查发现的，只有 2 例是在术中 TEE 检查中发现。

能在近期内完成。

我们决定不处理这些少量瓣周漏，主要是因为这一手

Dr. Cikirikcioglu: 还有第一个问题，您们是否可
以接受这样高的瓣周漏发生率？
Dr D'Onofrio：我们应将本研究视为一个非常初

术非常复杂，为了去弥补一处少量的瓣周漏而再次阻
断主动脉或许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如果术中发现中
度瓣周漏，其处理方法同常规主动脉瓣置换外科手术。

步的经验性报告，因此需要有新技术的学习曲线。所

比如我们就会选择再次进行体外循环和阻断主动脉，

发生的瓣周漏均为微量，我确信未来的发生率会进一

来解决这一问题。

（白志轩 译 张尔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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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摘要）

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医生的技术熟练程度
影响新生儿住院生存率
Congenital heart surgeon’s technical proficiency affects
neonatal hospital survival
Jeffrey Shuhaiber, Kimberlee Gauvreau, Ravi Thiagarjan, Emile Bacha, John Mayer,
Pedro del Nido, Frank Pigula

杨剑 译 易定华 校
目的：目前关于新生儿心脏手术死亡率危险因素的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确定目前影响新生儿心脏手术后死亡率
的危险因素，以及手术技术性能对手术结局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是一项病例匹配的对照研究，研究对象包括（2002~2008年）心脏手术后死亡的56例新生儿与同期
接受心脏手术治疗术后存活的56例新生儿。手术修复或缓解的疗效通过一种简单可靠的外科手术技术评分进行
分级。采用配对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对术后存活与死亡的患儿特征和手术特点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死亡病例组与其对照组在年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得分、校正风险的先天性心脏病1类手术、单心室或
双心室修补术等方面并无显著性差异。与术后存活者相比，死亡患儿更可能是早产儿（41% vs. 5%，P <0.001），体
重小于2.5 kg（25% vs. 9%，P =0.05），手术修复或缓解不充分（55% vs. 9%，P <0.001）。死亡病例体外循环时间
显著较长（中位数，159 vs. 133 min，P =0.002）。最高的术后乳酸浓度（中位数 9.0 vs. 6.0，P <0.001），体外膜肺
氧合使用率（71% vs. 13%，P <0.001），同次入院的再手术率（75% vs. 2%，P <0. 001），这些因素与患者死亡率密
切相关。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手术修复或缓解不充分（比值比：11，P = 0.02）及需要术后体外膜肺氧合（比值比：
5.1，P =0.009）是住院期间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本研究强调为降低新生儿死亡率，需要最佳的手术技能。这一结果对维持或发展小儿心脏疾病项目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119-1124)

颈动脉转流术对主动脉弓离断修补的结局
Outcomes of interrupted aortic arch repair using the carotid artery
turndown procedure
Steven H. Todman, Osama Eltayeb, Mark Ruzmetov, Mark D. Rodefeld, Mark W. Turrentine,
John W. Brown, John P. Breinholt

杨剑 译 易定华 校

目的：主动脉弓离断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异常，1.5%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会受其影响。现有多种手术方式
可弥补这一缺陷。本研究评估了单中心应用左侧颈动脉转流术对主动脉弓离断修补的长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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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982年9月至2010年3月，本研究纳入接受颈动脉转流术的主动脉弓离断患者。我们回顾了患儿的病历和手
术记录。死亡率的数据来自国家死亡记录。
结果：47例患儿符合纳入标准。中位随访时间为6.2年（5天至23.2年）。21例（45%）有遗传综合征。术中死亡4例
（8.5%），晚期死亡9例（19%）。1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80.2%和72.6%。17例（36.2%）患儿需再次手术或行主动脉
弓介入治疗。
结论：左侧颈动脉转流术具有良好的手术效果。与端-端修复相比，左侧颈动脉转流术具有无张力吻合口，避免
了新生儿停循环和体外循环。其缺点包括需二期修复和较高的再干预率，特别是与最新的主动脉弓修复技术相
比。尽管如此，这一技术可减少停循环和体外循环，避免左侧支气管阻塞，这些重要结果可能会抵消上述缺点
带来的负面影响。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176-182)

开窗Fontan手术的关闭状况与无事件生存的关系
Fontan fenestration closure and event-free survival
Bartlomiej R. Imielski, Ronald K. Woods, Kathleen A. Mussatto, Yumei Cao, Pippa M. Simpson,
James S. Tweddell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开窗Fontan手术的开放和关闭状态与无事件生存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对1994年1月至2007年7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开窗Fontan手术的所有患者进行回顾分析。从病历中获取患者资
料。根据患者近期的开窗状态将其分为2组：开放组或关闭组。将临床相关的并发症事件列表，采用Kaplan-Meier
事件分析方法来绘制无事件的概率曲线并进行对数秩检验。
结果：开放组共有161例患者，关闭组有51例患者。Fontan术后至发生一次事件的中位间隔时间为1.1年（四分位
距，0.1~3.3年）。至开窗关闭的中位间隔时间为1.2年（四分位距，0.7~3.3年）。在开窗关闭组，至发生一次事件的
中位间隔时间为1.5年（四分位距，0.1~4.6年）；而在开放组为1.1年（四分位距，0.1~3.3年）。无事件概率分析显示
两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P =0.15）。随访过程中关闭组的动脉氧饱和度中位值（96.0%，四分位距，94.0%~97.0%）
显著高于开放组的（91.0%；四分位距，86.0%~95.0%；P <0.0001）。
结论：开窗Fontan手术的关闭状态与较高的动脉氧饱和度相关，但是不会增加无事件生存率。至发生事件的间期
稍短于至开窗关闭的间期，这提示较早关闭开窗可能具有一定优势。采用特定的开窗管理指南可能有助于改善整
体预后，提高未来研究的质量。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18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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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肺动脉环缩术治疗高危单心室新生儿及婴儿：
一项单中心研究的经验
Bilateral pulmonary artery banding for resuscitation in high-risk, single-ventricle
neonates and infant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Kristine J. Guleserian, Gregory M. Barker, Mahesh S. Sharma, Joy Macaluso, Rong Huang,
Alan W. Nugent, Joseph M. Forbess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对于极高危的单心室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采用双侧肺动脉环缩伴或不伴动脉导管支架置入已经成为一种
常规的处理方法。本文旨在明确这种处理策略的效果。
方法：2007年1月到2011年10月间，我们对24例年龄小于3个月的单心室患儿进行了回顾性分析，这些患儿都进行了
双侧肺动脉环缩和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或前列腺素E1维持治疗。回顾性分析患儿的超声心动图检查、血管造影检查、
手术资料和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有随访资料。
结果：进行双侧肺动脉环缩的全部24例患儿（13例男性）的中位年龄为8天（范围，2~44天），胎龄为38周（范围，
27~41周），体重为3.01 kg（范围，1.5~4.4 kg）。心脏方面的诊断包括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18例，不均衡房室通道4
例，三尖瓣闭锁2例。在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组，9例（50%）患儿有完整或高度限制性的房间隔，需要手术切开（1
例）或行经导管房间隔造口术（8例）伴或不伴心房内支架置入（4例）。14例患儿置入了动脉导管支架，10例持续使
用前列腺素E1。15例患儿（62.5%）存活至进行Norwood手术（7例）、综合二期手术（1例）或心脏移植手术（7例）。
在9例死亡病例中，有5例是因为存在心脏移植禁忌证而放弃支持治疗，1例是因为出现败血症和（或）多器官衰竭，
1例要求实施姑息手术。2例在等待心脏移植的过程中死亡。成功实施常规Norwood手术的全部7例患者均存活至出
院，其中6例（85.7%）进行了双向Glenn分流术。在7例进行心脏移植的患者中，6例（82.7%）在中位随访33.6个月时
仍然存活。
结论：对于高危的单心室新生儿和婴儿，双侧肺动脉环缩伴或不伴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使
患儿存活至进行常规的一期姑息手术或者心脏移植。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206-214)

胸外科手术（摘要）

血清生物标志物组合用于预测 Ⅰ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复发
Development of a serum biomarker panel predicting recurrence
in stage 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Daniel Rinewalt, David D. Shersher, Shaun Daly, Cristina Fhied, Sanjib Basu, Brett Mahon,
Edward Hong, Gary Chmielewski, Michael J. Liptay, Jeffrey A. Borgia

田辉 译 吴树明 校
目的：分子诊断法能够预测I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复发，因而有助于改善
患者生存率。本研究旨在探索一种多组分血清学分析方法以预测Ⅰ期NSCLC患者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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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应用Luminex 免疫株平台评估了43种生物标志物对79例可切除NSCLC患者复发的预测作用。其中37例（T1T2N0M0）患者无复发，15例（T1-T2N0M0）患者复发，27例（T1-T2N1-N2M0）患者淋巴结阳性。术前均采集外周
血，所有患者均行解剖性切除。采用单变量统计方法（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和log-rank 检验）评估每个生物标志物
在患者复发和预后判定中的作用。采用多变量统计方法开发针对疾病复发的预测分层工具。
结果：肿瘤的复发与患者年龄、性别、吸烟史、组织学类型无关。对所有Ⅰ期患者的分析显示，有28种生物标志物与
肿瘤复发显著相关。log-rank检验确定了其中10种生物标志物为预测肿瘤复发的强有力指标（P <0.01）。采用随机
森林法建立了一种用于术前分类的6因素方法，该方法可准确预测出77%的Ⅰ期肿瘤患者复发，敏感性为74%，特异
性为79%。
结论：我们报告了一种能够在术前预测Ⅰ期NSCLC患者肿瘤复发的血清生物标志物算法。对该方法进一步完善
后，可用于患者分层，确定是否需要辅助治疗或积极的复发监测，从而改善生存率。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344-1351)

病理学淋巴结预测阴性的临床IA期肺腺癌患者是亚肺叶切除
的最佳候选者
Prediction of pathologic node-negative clinical stage IA lung adenocarcinoma
for optimal candidates undergoing sublobar resection
Yasuhiro Tsutani, Yoshihiro Miyata, Haruhiko Nakayama, Sakae Okumura, Shuji Adachi,
Masahiro Yoshimura, Morihito Okada

田辉 译 吴树明 校

目的：病理学淋巴结阴性的早期肺癌患者可能是亚肺叶切除的最佳候选者。本研究旨在明确临床IA期肺腺癌患者
淋巴结受累的预测因素。
方法：为确定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下肿瘤大小或（18氟）-2脱氧-D-葡萄糖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 [（18F）-f luoro-2-deoxy-D-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FDG-PET/CT] 最高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与淋巴结转移状态
的相关性，我们回顾性分析了来自多中心数据库的502例接受根治性切除的临床IA期肺腺癌患者数据。采用修订的
SUVmax校正机构间差异。
结果：多变量分析显示，HRCT中实体瘤大小（P =0.001）或FDG-PET/CT中SUVmax（P =0.049）是淋巴结转移的独立
预测因素。病理学淋巴结阴性早期肺癌的预测标准为实体瘤＜0.8 cm或SUVmax＜1.5。符合病理学淋巴结阴性预测标
准的患者，发生病理学侵袭（如淋巴、血管或胸膜侵犯）的比例显著低于不符合该标准的患者（P＜0.001），无疾病生
存率也更高（P＜0.0001）。213例T1b（2~3 cm）肿瘤患者中有86例（40.4%）符合这一预测标准。
结论：实体瘤大小或SUVmax为临床IA期肺腺癌患者淋巴结受累的显著独立预测因素。病理学淋巴结阴性的预测标
准（HRCT实体瘤＜0.8 cm或FDG-PET/CT SUVmax＜1.5）或许有助于临床IA期肺腺癌患者[即使是T1b（2~3 cm）肿
瘤]避免接受系统性淋巴清扫。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365-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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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孔二尖瓣成形术联合成型环成形术修复退行性二尖瓣反流
的极远期（最长17年）疗效
Very long-term results (up to 17 years) with the double-orifice mitral valve repair
combined with ring annuloplasty for degenerative mitral regurgitation
Michele De Bonis, Elisabetta Lapenna, Roberto Lorusso, Nicola Buzzati, Sandro Gelsomino,
Maurizio Taramasso, Enrico Vizzardi, Ottavio Alfieri

白志轩 译 张尔永 校
目的：双孔二尖瓣成形术的极远期疗效目前仍未知。本研究旨在评估该技术用于退行性二尖瓣反流患者术后的
远期临床及超声心动图预后。
方法：共纳入1993～2000年间174例严重退行性二尖瓣反流的患者，施行双孔二尖瓣成形术+成型环成形术。患
者的平均年龄为52±12.8岁，71%的患者纽约心脏协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心功能分级为Ⅰ
级或 Ⅱ级，17.2%患者术前合并心房颤动，术前左室射血分数为59.5%±7.5%。二尖瓣反流的原因：前叶脱垂、双
叶脱垂和后叶脱垂者分别为36例（20.6%）、128例（73.5%）和10例（5.7%）。
结果：174例患者中无院内死亡病例。出院时二尖瓣功能恢复或轻度二尖瓣反流的患者为169例（97.1%），中度
（2+/4+）二尖瓣反流者5例（2.8%）。二尖瓣狭窄需要再次手术者1例（0.6%）。97.1%的患者完成了临床随访
和超声心动图随访（平均随访时间为11.5±2.53年；中位随访11.6年；最长随访时间为17.6年）。术后第14年时
的精算生存率为86.9%±3.37%，心脏性死亡豁免率为95.8%±1.54%，再次手术豁免率为89.6%±2.51%。末次
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23例（23/169例，13.6%）患者复发≥3+的二尖瓣反流。第14年时≥3+二尖瓣反流的豁免
率为83.8%±3.39%。出院时残余二尖瓣反流程度超过轻微级别是≥3+二尖瓣反流复发的唯一预测因子（危险
比：5.7；95% CI：1.6 ~20.6，P = 0.007）。
结论：对于双叶脱垂和前叶脱垂引起的退行性二尖瓣反流患者来说，双孔二尖瓣成形术联合成型环成形术具有
非常良好的长期疗效。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019-1026)

主动脉缩窄的当前手术方式及其结局：
一项胸外科医师协会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数据库的分析结果
Contemporary patterns of surgery and outcomes for aortic coarct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 Database
Ross M. Ungerleider, Sara K. Pasquali, Karl F. Welke, Amelia S. Wallace, Yoshio Ootaki, Michael D. Quartermain,
Derek A. Williams, Jeffrey P. Jacobs

杨剑 译 易定华 校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多中心的队列研究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修复术的特征及其早期结局。
方法：本研究自胸外科医师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数据库中纳入2006~2010年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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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行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修复术的患者。第1组患者包括没有室间隔缺损的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的患者
（仅有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第2组患者为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合并室间隔缺损者（主动脉弓缩窄或发
育不良，室间隔缺损）；第3组患者为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合并其他主要心脏病变（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
其他）。
结果：本研究队列包括5025例患者（95个中心）：第1组，2705例（54%）；第2组，840例（17%）；第3组，1480例
（29%）。第1组接受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修复术的患儿年龄比第2和第3组大（第1、2、3组中年龄＜1岁的比例分
别为 75%、99%和88%，P <0.0001）。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修复术中，最常见的手术操作技术（第1组）是端-端吻
合（33%）或延伸的端-端（56%）吻合。总死亡率为2.4%，第1、2、3组的死亡率分别为1%、2.5%和4.8%（P <0.0001）。
第2组患儿的室间隔缺损的治疗措施包括：室间隔缺损修补术（n=211，25%）、肺动脉环缩术（n=89，11%）或未行介入
治疗（n=540，64%），3种措施的死亡率分别为4%、1%、2%，无显著性差异（P =0.15）。共有36%的患儿出现术后并发
症，这些并发症在第2组和第3组更常见。研究中未出现脊髓损伤的病例（0/973例）。
结论：当前，主动脉弓缩窄或发育不良修复术是新生儿和婴儿的主要治疗。尽管伴随缺损患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风
险较高，但总体死亡率仍较低。脊髓损伤的风险低于此前的相关报道。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150-158)

技术进展及基础科学（摘要）

儿科Fontan腔肺辅助装置之粘性叶轮泵的效果评估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 pediatric viscous impeller pump for Fontan
cavopulmonary assist
Guruprasad A. Giridharan, Steven C. Koenig, Jeffrey Kennington, Michael A. Sobieski, Jun Chen,
Steven H. Frankel, Mark D. Rodefeld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儿科腔肺辅助装置的解剖与生理限制与成人Fontan循环有显著差别，前者的血管管径较小，并有肺动脉
阻力升高的风险。在本研究中，我们在儿童群体（约15 kg）中对一种基于导管的、推动Fontan循环的粘性叶轮泵
（viscous impeller pump，VIP）
（工作压力范围为0~30 mm Hg）对血流动力学和溶血的影响进行评估。
方法：进行计算机仿真和模拟循环研究，以评估水力学表现、对不同VIP支持水平的急性血流动力学反应和腔静
脉破裂的可能性。使用计算机流体动力学模拟估计VIP的水力学表现、剪切速率及造成溶血的可能性。在使用新
鲜牛血模拟的循环中对溶血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在儿童群体中，VIP可以在4个方向上增加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后的血流，恢复体循环压力和流向双心
室瓣的血流，而不会造成血流梗阻或过度抽吸。V I P在11 0 0 0 r pm时产生的血流量可达4.1 L/m i n，压差可高
达38 m m Hg。最大剪切速率为160 pa，预示着溶血风险很低。发现溶血率很低，血浆中的游离血红蛋白仅为
11.4 mg/dl/ h。
结论：在比成人更为严格的儿科标准和生理条件下，VIP可以在适当的压力和流量范围内增加Fontan腔肺循环的
血流量，同时溶血的发生风险较低。在二期或三期Fontan手术修复后，该技术还可用来同步降低体静脉压力，增
加心排量。它可以压缩手术分期，减轻修复手术带来的病理生理学负担。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24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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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管理（摘要）

对心脏手术后患者施行按摩推拿疗法的一项随机试验
Massage therapy for cardiac surgery patients—a randomized trial
Lesley A. Braun, Catherine Stanguts, Lisa Casanelia, Ondine Spitzer, Eldho Paul,
Nicholas J. Vardaxis, Franklin Rosenfeldt

白志轩 译 张尔永 校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与相同时间的休息相比，心脏手术后的按摩推拿疗法能否帮助患者减轻焦虑、疼痛、肌肉
紧张，并使患者更为放松。本研究对提供按摩推拿疗法的可行性以及按摩推拿疗法对心率、血压、呼吸频率、患
者满意度的影响也进行了评估。
方法：将择期心脏手术术后患者随机分配为接受相同时间的按摩推拿治疗组和一般休息组。使用视觉模拟评分
量表评估疼痛、焦虑、放松、肌张力和患者的满意度。测定治疗前后患者的心率、呼吸速率和血压。以焦点小组
和反馈信息的方式收集有关临床意义和可行性的定性数据。
结果：共 有152例患 者（回应 率9 9 %）参与本研 究。与一 般 休息相比，按 摩 推拿 疗法可以 显著 减 少 疼 痛（P =
0 . 0 01）、焦 虑（P < 0 . 0 0 01）和肌 张力（P = 0 . 0 0 2），并显著增 加 患 者 的 放 松程 度（P < 0 . 0 0 01）和 满 意 度（P
= 0.016），但是对患者心率、呼吸频率和血压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接受按摩推拿3～4天（P <0.0 0 01）或5～6天
（P = 0.0 03）后，患者疼痛程度均显著降低。在任何时间点，对照组的观察指 标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在这两个
时间点按摩推拿治疗组患者的焦虑情绪（P <0.0 0 01）和肌张力（P <0.0 0 01）均显著改善。在第3～4天，两组患
者的放松程度均显著改善（按摩推拿治疗组P <0.0 0 01；一般休息组P = 0.0 06）；但在第5～6天，仅按摩推拿治
疗组有显著性改善（P <0.0001）。整个研究过程由护士和理疗师观察患者的恢复过程，并协助按摩师在病房进
行治疗。
结论：按摩推拿疗法能显著减少心脏手术后患者的疼痛、焦虑和肌肉紧张，并改善患者的放松程度和满意度。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453-1459.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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