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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综述

心脏移植还是旋转式血泵：当前证据

目前全世界共有约2300万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
[1]

受心脏再同步治疗的患者6分钟步行试验距离仅增加

其中北美750万（每年新增67万），欧洲700万 。由

了6 m，NYHA心功能分级仍为III/IV级。与之相反，

于65岁以上人群约有10%会发生收缩期左心室功能障

植入LVAD的患者步行距离增加341 m，NYHA心功能

碍，未来20年心力衰竭患者的数量可能翻倍。任何时

分级达到I或II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植入LVAD的

候，均有约10%的患者病情已进展至D期：尽管接受

患者约有90%需长期卧床接受静脉正性肌力药物，植

各种药物和心脏再同步治疗，仍发生了晚期结构性心

入前无法行走，因此该研究无法进行随机化。对于最

脏病，休息时也会出现心力衰竭症状。约20%的患者

大剂量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只能选择姑息治疗、终

发病年龄小于65岁，其中包括美国和欧洲的10万至15

生植入LVAD或心脏移植。即使在相对富裕的医疗系

[2]

万例患者 。

统中，绝大部分患者（无论年龄大小）仍仅接受姑息

慢性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生存期较短且生活

治疗[7]。

质量差。充血性心力衰竭机械辅助治疗随机评估

心脏移植曾反复被描述为重度心力衰竭治疗的

（Randomized Evaluation of Mechanical Assistance

金标准。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类似于

for the Treatment of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将买彩票作为获得财富的首选方法。LVAD的情况更

REMATCH）研究显示，此类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的2年

为乐观，最近公布的第4次INTERMACs年度报告的

生存率仅为8%，且因为严重的呼吸困难和疲劳而只能

数据显示，主要为非移植适应证的患者接受旋转型

[3]

呆在家中 。他们会反复情绪化的认为，宁肯牺牲部
[4]

LVAD术后的1年和2年生存率分别为80%和70% [8] 。

分生存时间也要寻求症状缓解 。心脏再同步治疗已

70岁以下，且无糖尿病、肾功能障碍或者心源性休

被心脏病医师广泛应用，但费用高昂且对于严重衰弱

克的患者受益更为明显，术后2年生存率达85%。而

的患者疗效欠佳（图1）。一项纳入14项比较再同步

仅在5年以前，搏动式HeartMate XVE装置（Thoratec

治疗与药物治疗随机化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纽约心

Corporation，Pleasanton，Calif）治疗后的生存率仅

脏协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心功能

为56%和33% [9] 。随着技术的进步，接受移植和机械

分级为IV级的患者接受机械辅助治疗后，仅有59%的

辅助循环患者的生存曲线逐渐接近。经过严格筛选的

患者心功能改善至NYHA III级，且没有生存获益[5]。
Boyle及其同事[6]比较了NYHA IV级患者经心脏再同步
或植入搏动性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后心功能的改善情况。6个月后，接

择期植入机械辅助循环装置患者的预期无事件生存期
可达5年甚至7.5年[10-12]。因此，目前的现状表明，需
要在特定患者组中开展比较心脏移植和机械辅助循环
的随机试验[13]。同时，本综述的目的在于使这些辅助
疗法的证据和指征合理化。
关于心脏移植我们知道什么？
接受移植的患者年龄应严格控制在65岁以下且无
严重合并疾病，美国每年约有不足2200个供体心脏可
供使用，而英国仅有100个左右。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
1968年1月至1976年8月的早期经验显示，心脏移植后
的1年及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2%和43%，共有90%的患
者心功能恢复至NYHA I级[14]。在同一时期，被选择但

1

1

果患者经过治疗后最大氧摄取量持续超过2 ml/kg/min，

缩写及缩略词
COMPANION = 药物治疗、起搏和电除颤治疗
心力衰竭的效果比较（调查）

就会被认为无需进行心脏移植。此外，Shah及其同事[21]
的研究表明，被从移植等待名单中去除的UNOS II级
患者1年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100%和92%。与缺血性

COPERNICUS = 卡维地洛前瞻性随机累积生存
率（研究组）

心肌病患者相比，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移植患

CUBS

= 临床应用基线研究（组）

者中最常见的诊断类型）通常更可能出现自发性改

ESSENTIAL

= 口服依诺昔酮治疗晚期心力衰
竭研究（试验）

善，且预后更好。此外，某些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患

INTERMACS = 机械辅助循环支持部门间注册
研究
INTrEPID

者接受机械辅助心室去负荷后逆重构的效果更好，左
心室功能持续改善[22]。
对于UNOS I级的患者来说，早期死亡（2个月以

= 符合标准但未行心脏移植的正
性肌力药物依赖性患者调研
（试验）

内）的预测因素包括需要机械通气、瓣膜性心肌病、

LVAD

= 左心室辅助装置

NYHA

= 纽约心脏协会

内球囊反搏、年龄＞60岁、静脉应用正性肌力药物、

REMATCH

= 机械辅助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
的随机评估研究

REVIVE-IT

= 应用正性肌力药物治疗之前
进 行 VA D 干 预 的 随 机 评 估
（试验）

于心脏移植仍依赖于年龄因素，而直接导致慢性心力

UNOS

= 美国器官共享网络

衰竭的合并疾病（肺高压和肾功能不全）也会影响适

UNOS Ia级、血清肌酐水平＞1.5 mg/dl、存在主动脉
体重＜70 kg、肺毛细血管楔压＜20 mm Hg

[23]

。如果

不进行治疗，这些患者的死亡率非常高，可能很快死
亡，第6个月时死亡率超过50%，而接受移植后的1年
生存率超过80%，并且在10年时仍接近50%。是否适

合程度[24]。
没有实际接受移植的患者约95%在6个月内死亡。正是

尽管缺少随机试验，来自UNOS的全面数据仍

由于这些早期观察结果，从未将移植与替代治疗在前

有助于定义何种患者适于或不适于接受心脏移植。

瞻性随机化模型中进行比较。在过去的20年，药物治

Kilic及其同事[25]对22 385例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进行

疗及非移植心力衰竭手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15]，在部

的分析显示，42%的患者生存期≥10年，但是生存期

分患者中缩小了与移植相比的生存期获益差距。

＜10年的患者平均生存期仅为3.7±3.3年。移植后生

目前，移植后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2.2年，1年生

存期长的确定预测因素包括：年龄＜55岁、白色人

存率约为85% [16] 。然而每年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数

种、年轻捐赠者，以及供心缺血时间短。而糖尿病、

量约为心脏捐赠者的2倍，约8%的患者在等待期间

肾功能障碍及术前机械通气将会对长期生存率产生

死亡。此外接受移植的患者在3年内的死亡率也超

负面影响。在另一项研究中，同一作者回顾了15 960

过20%

[17]

。美国器官共享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例于1998年至2008年间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数据，

Organ Sharing，UNOS）目前的数据表明，住院患

观察代谢危险因素对生存期的影响 [26] 。术前存在高

者（UNOS I级）可从正性肌力药物和主动脉内球囊

血压、肥胖和糖尿病的患者比例分别为40%、25%和

反搏或LVAD支持中获益，但却质疑了心脏移植对于

21%。只有40%的患者无以上3种危险因素，而同时

那些病情恶化、心输出量很低患者（UNOS II级）的

存在2种和3种危险因素的患者分别为18%和4%。同

[18]

。没有接受手术治疗的UNOS II级患者1年生

时存在3种危险因素的患者年龄更大（平均年龄：55

存率为89%，与心脏移植者相当甚至略高。在2005

vs. 50岁）、男性更多，且血清肌酐水平显著更高。

年，48%的心脏移植候选者等待移植的时间超过2

与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相比，此类患者更容易发

价值

年，其中UNOS I级者生存率接近70%

[19]

。这些数据

生缺血性心肌病，心脏移植前接受LVAD作为过渡治

与Deng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一致，即UNOS II级的

疗的比例也更高（20%）。纳入22个协变量的多变量

移植候选者中未接受/接受心脏移植者的3年和4年生

分析显示，上述3种危险因素均为生存期缩短的显著

[20]

。接受心力衰竭专业团队的治疗后，约

预测因素。糖尿病、肥胖及高血压分别使移植后的死

30%左右的UNOS II级患者症状和预后得到改善。如

亡风险增加22%、17%和10%（P <0.01）。而同时存

存率相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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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UNOS数据库中等待心脏移植手术患者的影响（按
Ia、Ib和II级进行分层）。这些观察显示，心脏移植
并不能使Ib或II级的患者获益 [29]。对于可以通过β受
体阻滞剂或再同步/除颤器治疗（COPERNICUS和
COMPANION研究中的患者类型）而改善病情的患
者，或许并不能从心脏移植中获益 [30,31]。UNOS Ib级
的患者可能保持症状稳定并从药物治疗中获益，或进
展至难治性终末期心力衰竭阶段。与接受心脏移植且
可能从中受益的患者相比，心力衰竭最严重的患者
（ESSENTIAL和REMATCH研究中的患者类型）死
亡风险也最高 [3,32] 。因此，在进行优化的药物治疗以
后，可以对患者接受移植的获益可能性进行评估。
总之，登记数据显示，将年龄小于40岁、短暂缺
血的供心，移植到年龄小于55岁、无代谢危险因素、
UNOS Ia级的白色人种患者中将会获得最佳的生存期
优势。这表明稀缺的供心资源仅应提供给预期生存期
最长的患者。对于症状缓解的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或
右心室功能较差的扩张型心肌病年轻患者，仍需要进
行心脏移植。综合来看，所有可用的供心均应用于上
述这些患者。这就提出了存在缺血和代谢危险因素的
高龄患者是否也应该考虑进行心脏移植的问题。实际
图1 心肌再生治疗。这是一例接受心脏再同步治疗、植
入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后的缺血性心肌病患者的X线
平片。该患者存在正性肌力药物依赖，已住院3个月。
他接受了Jarvic FlowMaker装置植入（经颅骨植入搏动动
力输送装置）和自体骨髓干细胞心肌注射治疗。12个月
后患者的心肌灌注量增加、收缩力增强，NYHA心功能
分级为I级。

上，如果没有替代性治疗方案，这一标准似乎很残
酷，伦理上也会引起质疑。
终生LVAD能否成为移植的替代方案
搏动式LVAD被设计用于替代衰竭的左心室，因
此其大小是由近似正常心脏的心率下所产生的每搏输
出量的需求所决定的。在过去的十年中，泵技术已经

在这3种危险因素的患者与无任何危险因素的患者相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脉压并不是人体

比死亡风险增加63%。因 此 ， 同 时 存 在 糖 尿 病 、 肥

循环中的必要条件 [33] ，也明确了血流量的适度增加

胖和高血压对患者的危害程度成倍增加。Kilic的

（在3~4 L/min范围内）可有效缓解症状及逆转心力

2

研究显示体质指数＞30 kg/m 的患者死亡风险也
升高

[26]

。 同时，一项最近的UNOS分析显示体质指
2

2

数在30.0 kg/m ~34.9 kg/m 之间的患者死亡率并不

衰竭时细胞因子变化。新的旋转式血泵由于并发症发
生率较低，对患者来说更加安全。多种机械辅助装置
已被证实可降低术中及术后医护强度，机械可靠性也

。

得到证实 [10-12] 。因此旋转式LVAD提供了一种不受限

这些数据支持了Lietz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后者

制的“现成”的解决方案，可减轻无法接受心脏移植

2

会增加，但超过35 kg/m 的患者生存率则更低
发现恶病质和肥胖患者心脏移植的预后不佳

[28]

[27]

。

患者的症状并改善生活质量。
终生循环支持有可能取代移植，目前的比例约为

在已有证据的基础上优化移植的筛选标准
由于缺乏前瞻性随机试验数据，移植登记数据

20:1。最近的一次胸心外科医师协会/美国食品和药
品管理局的智囊团会议 (华盛顿特区，2011年9月) 预

库与药物治疗临床试验相比可提供最佳的类比证

测美国每年约需要40 000个LVAD，而以目前的市价

据。目前在美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约有75%

这将占全国心力衰竭预算的一半（350亿美元）。由

为UNOS I级。图2和图3显示了主要试验中药物治疗

于这种装置的所有费用接近于一辆保时捷汽车，接受

1

3

安慰剂组，UNOS状态与移植

死亡率（%）

UNOS状态1A（1997~2004）
UNOS状态1B（1997~2004）
UNOS状态2（1997~2004）
移植（1999~06/2004）

时间（月）

图2 主要临床试验中报告的UNOS 1A、1B和2级状态的心脏移植候选者、接受原位心脏移植患者和安慰剂组患者
预后的综合比较分析。OPTN ：美国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UNOS ：美国器官共享网络；ISHLT ：国际心肺移植协
会；REMATCH ：机械辅助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的随机评估研究；ESSENTIAL ：口服依诺昔酮治疗晚期心力衰竭
的研究（试验）； COPERNICUS ：卡维地洛前瞻性随机累积生存率（研究组）； CONSENSUS ；MERIT HF ；
MIRACLE ；US Carvedilol ；CIBIS ；RALES ；VEHEFT ；BEST ；MADIT ；DEFINITE ；SOLVD Rx ；SCD CHF 。
（经Elsevier许可，摘自Cadeiras M, Von Beyern MP, Deng MC.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Any role left? Heart Fail Clin .
2007;3:321-48.）

可植入旋转式LVAD的“意向治疗”需要长期经济支

INTERMACS数据库中植入旋转式血泵的患者进行

持。由于目前的治疗策略转换主要根据临床进展和患

的分析显示，因心源性休克（INTERMACS I级）

者意愿，人为将患者分成“过渡治疗”和“最终治

急诊植入的患者和有严重症状但择期植入的非卧床

[8]

疗”组的方法不再适用 。即使所谓的“固定肺血管

患者（INTERMACS 4~7级）3年生存率存在非常

阻力”（≥7.5个wood 单位）也被证实可在LVAD去

显著的差异（分别为51.1%和95.8%；P ＝0.011）。

负荷过程中逆转，从而使得既往不能接受心脏移植的

INTERMACS 2级和3级的正性肌力药物依赖性患

患者也可以及时接受心脏移植

[34]

。

者生存率的差别较大，但是并没有统计学意义（分

虽然急性心源性休克和慢性重度心力衰竭人群

别为68.8%和95.8%；P =0.065）。从经济学角度来

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当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失代

看，择期心脏移植的患者需住院14天，而因心源性

偿时它们还是有所重叠，都需要进行急救。Lietz

休克移植后存活的患者需住院49天（P <0.001）。这

[35]

的研究证实，在休克/多器官衰竭患者

些研究和其他研究均强调了谨慎选择患者对其预后

中长期使用VAD是无效的。他们回顾性的将280例

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决定最终治疗方案成本-效益比

植入HeartMate XVE的患者分为术前低、中、高和

的关键 [37-39] 。很显然，较便宜的短期LVAD、体外膜

极高风险队列，结果显示1年死亡率分别为19%、

式氧合装置或全人工心脏均可以用来短期挽救患者

和Miller

38%、72%和89%。而Boyle及同事

[36]

最近对来自

生命 [40]。而可植入的旋转式LVAD最适合用于择期患

治疗组，UNOS状态与移植

死亡率（%）

UNOS状态1A（1997~2004）
UNOS状态1B（1997~2004）
UNOS状态2（1997~2004）
移植（1999~06/2004）

时间（月）

图3 主要临床试验中报告的UNOS 1A、1B和2级状态的心脏移植候选者、接受原位心脏移植患者、植入机械循环辅
助装置和药物治疗组患者预后的综合比较分析。缩略词同图 2。
（经Elsevier许可，摘自Cadeiras M, Von Beyern MP,
Deng MC.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Any role left? Heart Fail Clin . 2007;3:3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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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首选未进行常规心肺转流术，并可能接受细胞
移植治疗的缺血性心肌病患者

[41,42]

。经过全面考虑

皮植入动力传动系统更小更软，其感染率仅为植入
HeartMate XVE的50% [48]。

后选择的方案可以显著简化围术期管理、改善预后

在欧洲广泛使用的Jarvik 2000 装置（Jarvik

并降低医疗费用。由于可以减少大量因需要缓解心

Heart，Inc，New York，NY），因其通过颅骨埋置

力衰竭症状导致的住院治疗，LVAD可被认为是一种

基座的方式输送电力，显著减少了传动系统感染 [49]

“看似花钱实则省钱的技术”。

（图1）。基于耳蜗植入听力技术和在颅骨上的稳定

目前，终生循环支持首选未住院进行正性肌力

固定，使其不因头皮移动而发生移位。同时头皮血管

药物治疗，但症状严重、预期生存期较短且实际

丰富而脂肪较少，愈合较快而感染很少。血泵远离电

上无法进行户外活动的患者

[43]

。基于搏动式LVAD

力输送位置，并且所有暴露于体外的易损部件（导

（REMATCH）时代的风险预测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植

线、控制器和电池）均可更换。该装置可有效清除动

入旋转式血泵的患者，因为当时实际上所有前瞻性纳

力传动系统化脓性细菌感染，以及随后由于抗生素治

。一项针对

疗所导致的真菌定植[50]。2000年首例患者接受了这种

非卧床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调查证实，如果患者步行

装置作为永久性治疗方案，并维持高质量生活7.5年

距离＜100码或预期生存时间＜12个月，则应考虑植

（超过其寿命的10%） [12]，表明这一治疗方法颇具潜

入LVAD [45]。这一研究提供了所谓的“1个街区或1年

力。该患者未发生装置相关的并发症，死于非心源性

规则”，将其作为植入循环支持装置的触发标准。最

原因。目前在美国进行的使用新型锥形轴承泵Jarvik

新的INTERMACS数据显示，心源性休克患者直接接

装置作为移植过渡的试验显示，其6个月、12个月和

受终生循环支持的比例降低，但其合并的危险因素

24个月生存率分别为91%、87%和87%（来自Jarvik

入的患者都接受静脉正性肌力药物支持

[44]

[8]

（与高龄及既往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相关）增多 。

Heart的未发表数据，New York，NY）。

REMATCH研究结果公布之后，一般认为对于

2 0 1 1 年 ， S t r u e b e r 及 其 同 事 [10]报 告 了 一 项

INTERMACS 1、2和3级的患者，无需再进行LVAD

评 估 H e a r t Wa r e 心 室 辅 助 装 置 （ H e a r t Wa r e I n c ，

[3]

与持续药物治疗对比的前瞻性随机试验 。但对于

Framingham，Mass）的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

无法进行户外活动、行走困难和晚期NYHA心功能

共纳入50例NYHA心功能IV级的心脏移植候选患者。

III级队列（INTERMACS 4~7级）及UNOS II级的

平均泵辅助时间为348天（范围：12~847天）且无机

移植候选者来说，仍需对两者的效果进行比较验

械故障。9例（18%）患者辅助期间死亡，平均生存

证。INTrePID、CUBS和REMATCH研究结果共同

期为94天（范围：13~515天）。移植后存活的患者

[46,47]

，美国从2010

中，6个月、1年和2年时左心室功能恢复或继续辅助

。与之相反，3个关键因素

的比例分别为90%、85%和79%。所有患者均从慢性

（生物工程学进展、患者选择标准修订和围术期管

心力衰竭中恢复，且终末器官功能、生活质量和神经

理改进）的出现显著改善了旋转式血泵的预后。

认知功能得到改善。术后的前30天内，50例患者中仅

宣告了搏动式LVAD时代的结束
年1月起已停止使用

[8]

[48]

进行的研究显示，从搏动式到

2例发生栓塞性卒中。然而有4例和2例患者分别因血

非搏动式技术的转换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26~81

栓形成和轴承问题需要进行泵置换，约占植入并发症

岁（中位年龄64岁）的患者植入HeartMate XVE和

的1/7（14%）。

Slaughter及其同事

HeartMate II作为最终治疗方案的2年生存率分别为

在一项针对2005年至2010年间接受Heat Mate II

24%和58%（P =0.008）。与植入HeartMate XVE相

LVAD患者（n=55）的单中心研究中，Adamson及其

比，HeartMate II可显著降低严重不良反应（感染、

同事 [51]对年龄>70岁（n=30）和年龄<70岁（n=25）

肾衰竭和右心力衰竭）发生率，但两者卒中发生率

患者的预后进行了比较。所有患者NYHA心功能均为

相似（HeartMate II和HeartMate XVE分别为17%和

IV级且不适合进行药物治疗。Kaplan-Meier分析显示

14%）。植入HeartMate II患者的首要死亡原因为出

年龄>70岁患者的生存率（第1年和第2年分别为75%

血性卒中（9%，植入HeartMate XVE为10%）。植

和70%）与年龄<70岁患者（第1年和第2年分别为

入HeartMate II患者的栓塞性卒中发生率（6/100患者

72%和65%）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 =0.80）。作者总

年）与慢性心力衰竭和心房颤动患者相似。由于经

结认为，较年轻患者希望活得更长，但年长患者希望

1

5

活得更好，并对生活质量的改善感到满意。

表1 适合优先进行心脏移植或旋转式血泵患者的特征

目前，明确的右心力衰竭仍是最终治疗的禁忌
证，尽管降低肺动脉压可改善其症状

[34]

。预测规范

参数

移植

LVAD

年龄（岁）

<55

<75

并不完善，因此这种情况下全人工心脏不适合广泛

NYHA心功能分级

IV

III/IV

使用 [8]。双心室旋转式血泵支持已被用于过渡治疗，

INTERMACS分级

1~3

3~6

但其在平衡肺循环与体循环上存在问题。当肺动脉

UNOS状态

I

II

耗氧量峰值（ml/kg/min）

<12

<12

左室射血分数（%）

<25

<25

肺血管阻力（Wood 单位）

<2.5

<7.5

体质指数≥30 kg/m2

禁忌证

可接受

糖尿病

禁忌证

可接受

肾功能不全（肌酐>2.5 mg/dl）

禁忌证

可接受（非

右心力衰竭（中心静脉压>20 mm Hg）

不适用

禁忌证

压降低及心腔减小时，新月形右心室流入管的安置
也存在争议 [52]。
展望
随着临床证据的增加，许多新的治疗模式不断出
现。心脏移植受到供体数量的限制，主要应用于存在
急性或慢性心力衰竭的I级状态年轻患者，以延长其

透析）
三尖瓣反流/主动脉瓣反流

不适用

需修补

生命。相反，植入式旋转血泵在不符合移植条件、无

心内分流

不适用

需修补

法接受供体心脏和老年患者中的使用日益增多[38]。各

恶性心律失常

不适用

需射频消融

种治疗方法适合的患者特点见表1。关于移植和机械

肝功能受损（INR>2.5，胆红素>5 mg/dl） 可接受*

禁忌证

治疗后的恶性肿瘤

禁忌证

可接受

大血管疾病

禁忌证

可接受

严重肺疾病

心肺移植

禁忌证

出凝血障碍

因人而异

禁忌证

既往心脏手术

可接受

可接受

时间可能被延长（存在死亡风险）或被接受边缘器

精神/认知障碍

因人而异

禁忌证

家庭支持

非必需

必要的

官移植。进一步改良的LVAD方案可采用辅助性药

居住在医疗中心附近

非必需

必要的

物治疗或直接注射干细胞来改善心肌的收缩功能，

NYHA ：纽约心脏协会；INTERMACS ：机械辅助循环支持部门间注册研究；

装置辅助治疗的最佳候选者的建议见表2。两者的差
异表明他们是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
我们已经到了与移植候选者讨论是否使用长期
LVAD治疗方案的阶段，这些患者等待供体心脏的

并 可 能 最 终 提 供 与 移 植 相 当 的 效 果 [42,5]。 既 然 如
此 ， 为 什 么 2 0 1 0 年 美 国 仅 进 行 了 4 6 4 例 LVA D 植 入

U NOS ：美国器官共享网络；INR ：国际标准化比值。*可接受由右心力衰竭引
起，但无肝硬化或门脉高压的患者。

作为最终治疗？首先，判断患者正在进展至过早死
亡而不是濒临死亡是相当困难的 [54] 。这些患者通常

是否在INTERMACS 4~6级患者中使用LVAD来

为UNOS II级，其中许多患者选择LVAD支持来缓

缓解症状，及其潜在的预后获益仍存在争议。手术的

解症状，而并没有考虑生存获益 [4] 。如果任由这些

风险虽低，但净获益也小。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正性肌

患者中的年轻者（<70岁）症状恶化为多器官障碍

力治疗前应用VAD干预的随机评估（REVIVE-IT）

的恶病质状态，而不考虑植入LVAD，现在可被视

研究将有助于阐明这一问题。同时，药物治疗和心脏

[43]

。其次是许多心脏病医师对当前机

再同步治疗相关试验显示此类患者1年及2年的生存率

械循环支持的认知。从第1代LVAD的已发表相关文

分别为80％和75％ [42] 。尽管血泵可提供更好的功能

为是一种失职

献来看，会认为该设备机械故障很高且伴有严重影
响患者的并发症 [3] 。由于缺乏有足够统计效力的旋

表2 从预后和经济角度选择理想的候选者

转式血泵长期使用的前瞻性研究，很难说服心脏病
●

医师或监管机构及患者相信这一治疗方案的益处。
Ste venso n及其同事 [54] 认为，目前的研究结果已证
实LVAD可以应用到INTERMACS 4级或5级，甚至
是6级的患者（目前80%的LVAD用于INTERMACS
1级和2级患者的移植过渡阶段）。据此可以推断，
当LVAD的平均生存期超过3年时，可以考虑在移植
前将其作为最终治疗方案。
6

●

心脏移植：年龄<50岁，UNOS I级，INTERMACS 1~2级且无代谢
危险因素（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或周围血管疾病伴代偿的肝
肾功能障碍和低肺血管阻力。应接受来自年轻供体且缺血时间短
的心脏
旋转血泵：年龄<70岁，UNOS II级，INTERMACS 3~6级且无右心
力衰竭、肝功能障碍、代谢危险因素、透析依赖性肾衰竭或存在
抗凝禁忌证。用于缓解症状时应择期植入。需要家庭支持（或同
等条件）。

UNOS，美国器官共享网络；INTERMACS，机械辅助循环支持部门间注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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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症状缓解作用，但如果要用于此类人群就应该
取得相同的生存率。值得注意的是，Eckman及其同
事 [55]观察了植入LVAD的INTERMACS 4~6级连续患
者的生存率，并与植入前的西雅图心力衰竭模型预测
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这些患者1年和2年生存率分
别为85％和80％，2年时的死亡率绝对值比预测死亡
率低27%。
终生LVAD的使用存在悖论：长期血泵的使用主
要局限于移植中心，而那些虽然可能是其候选者却
明显不符合移植条件的患者并不会被转诊到这些医
院 [56] 。对于许多仅接受姑息治疗的患者来说，使用
恰当的血泵可缓解症状并延长数年生存期。到目前
为止，这些信息仍未传递至初级保健医师。某些国
家因移植减少使终生LVAD的潜在需求增加，因此这
一治疗方法也可以在非专门进行心脏移植的三级医
院中进行 [57] 。该疗法在美国已获得批准，并制定了
相关管理规范 [58] 。治疗设备正在迅速改善，将来可
以通过足够数量的病例影响心力衰竭的流行病学。
对于终末期肾衰竭患者，治疗选择包括肾移植
和机械血液滤过（透析）。80岁以下患者很少任其
死亡。由此推至心力衰竭，笔者认为必须大力宣传
LVAD并降低其昂贵的费用，甚至其相关术语也应做
出改变[59]。这包括在移植中心以外的医院进行手术，
并广泛引入常规心脏衰竭手术中，与“心肌再生治
疗”同时使用 [42,60]。随着血泵逐步发展的更加安全易
用，将证实NYHA心功能III/IV级患者中LVAD与再同
步治疗相比的优势。严重心力衰竭患者将被明确纳入
手术治疗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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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心外科教育及培训

二尖瓣置换技能训练器的评估：一种简单经济的方法

目的：二尖瓣置换模拟系统可能有助于对手术间内所需的手术技术进行评价。作为开设二尖瓣手术技能学习班的
第一步，本研究旨在设计和评价一种经济、不易损坏、便携、可重复使用的二尖瓣置换训练平台。

方法：19位医师（7位普外科住院医师、8位胸心外科住院医师和4位胸心外科主治医师）进行了二尖瓣置换模拟测
试。模拟二尖瓣置换术在一个训练平台上进行，该训练平台包括一个限制性的“左心房”，内有一个可置换的“二
尖瓣环”。对操作的评估共包括8个指标，均采用5分制进行评分。根据操作时间进行加权计算总分（最高100分）。
训练水平的影响采用方差分析和Tukey 显著性检验事后分析进行评价。

结 果：在普 外科 住 院 医 师、胸 心 外科 住 院 医 师 和 胸 心 外科主 治 医 师间，模 拟 二尖 瓣置 换 的 速 度 差 异显著
（52.9±9.0 vs. 32.8±4.7 vs. 28.0±3.5分钟；F =25.3；P ＜0.001）。训练水平对全部的8个评估指标均有显著
影响（P ＜0.001），总分随着训练水平的升高而升高（百分制：普外科住院医师32.9±11.4，胸心外科住院医师
65.1±11.5，胸心外科主治医师88.3±7.8；F =35.7；P ＜0.001）。在胸心外科住院医师中，主刀完成过10~50台二尖
瓣置换手术的医师总分为65.0±2.8分（与胸心外科主治医师相比，P＜0.01）。

结论：本设备简便、经济、便携，可进行模拟二尖瓣置换术。操作得分与训练水平和临床经验相关，但已经完成
10~50台手术的住院医师仍不能达到主治医师的熟练程度。此模拟训练系统可促进心外科受训者的技术实践，也
便于进行能力评估。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54-9）

在学习二尖瓣手术操作时，心外科受训者面临
着特有的困难。无论是采用常规的正中开胸还是微

术提供了一个安全、可控的环境，并有望提高医师
实际的手术水平 [4-6]。

创的小切口，都必须恰当地暴露二尖瓣。局限的操

以往的二尖瓣手术模拟系统采用昂贵的专利模

作空间和二尖瓣周围的重要毗邻结构都会给初学者

块或容易腐烂的动物组织 [7]。我们尝试利用常见材料

进行精确的缝合固定带来困难或危险。尽管有研究

设计了一种廉价、可重复使用的二尖瓣置换（mitral

显示，手术量和临床经验会影响手术技术的选择和

valve replacement，MVR）技能训练平台（training

手术效果，但强制性的工作时间限制导致胸心外科

station，TS）。我们设计的TS便于携带，并带有可

住院医师的手术量下降 [1-3] 。手术模拟系统为提高技

调节、可重复的配置体系。这种TS不仅可用于了解
住院医师和进修医师在模拟MVR（simulated MVR，
sMVR）中的表现，还是一种易于携带，可以在家中
使用的练习平台。
我们的目的是将sMVR上的操作表现与手术训练
水平联系起来，以此来评价TS。本研究是评估使用
该平台进行MVR基本步骤教学的第一步，主要关注
在局限的操作空间内进行正确的缝合固定。研究经验
少和经验丰富的医师sMVR操作间的技术差异有助于
更好地了解手术学习过程，并有助于发现哪些操作需
要重点训练。

1

9

看完视频，指导受试者像平常一样戴上手术显微镜、

缩写及缩略词
ICC
MVR
sMVR
TS

=
=
=
=

组内相关系数
二尖瓣置换术
模拟二尖瓣置换术
训练平台

头灯（内置摄像头）。摄像头监控术者看到的手术
野，并将视频记录于DVD。给予受试者标准的手术
器械（镊子、平齿长针持、剪刀）、2-0双头带垫片
爱惜康缝线（Ethicon，Somerville，NJ），用过期的
人工瓣膜缝合环完成MVR。受试者配有一名助手，

材料与方法

帮助受试者提线和持瓣。记录完成瓣膜缝合固定、
缝合环缝合固定和打完最后一个结的时程。测试结束

受试者

时，收集所有的模型进行评分（图E2）。受试者事先

来自同一家机构的19位外科医师接受了sMVR评
估：7位普外科住院医师、8位胸心外科住院医师和4

不知道评分规则。在评估之前，所有的录像和sMVR
模型均去识别。

位胸心外科主治医师。普外科住院医师已分别培训2
年（3位）和3年（4位）。心外科住院医师已分别培

评分和评估

训4年（1位）、6年（4位）、9年（2位）和10年（1

由两位有手术经验、处于盲态的专家独立评价所

位）。2位心外科住院医师参与了共7年的心外科/普

有的录像和sMVR模型。对进针深度、针距、运针熟

外科培训计划，另6位心外科住院医师则在完成普外

练程度、运针角度、穿透组织的流畅程度、左房结构

科培训后参与了传统心外科培训。两位心外科住院医

的熟悉度、准确性和打结技术共8个技术指标进行评

师曾主刀完成了10~50例MVR，而其余6位心外科住

价，每个指标评分的满分为5分（1分=差，不能完成手

院医师完成的同类手术不足10例。本研究的开展获得

术、技术明显不熟练；2分=低于平均水平，能够部分

了伦理委员会的同意。

完成手术、不熟练；3分=平均水平，能够完成手术、
不熟练、动作不连贯；4分=好，能够较熟练地完成手

训练系统的组成

术、略显不熟、较流畅；5分=优秀，能够熟练完成手

二尖瓣训练系统是用五金店的常见材料手工装

术、动作非常流畅）（表1）。将两位评委的评分之和

配而成。用热溶胶将一个3~4英寸的聚氯乙烯管适配

（最高得分80分）再加上手术时间评分（＜30分钟=20

器与双层毛毡粘合在一起。另取一个双层的毛毡环

分；30~35分钟=15分；35~40分钟=10分；40~45分钟

粘在适配器的内壁上，形成一个瓣环样结构。之后

=5分；＞45分钟=0分），得出总分，最高100分。

将此瓣环样装置粘合于一个有吸力的支臂上（The

此外，评委还要检查缝合固定过程中瓣环四个象

Chamberlain Group，Great Barrington，Mass）。

限的缝针是否有错误（前外、前内、后外、后内）。

为了模拟正中开胸后左房内局限的操作空间，我们

列入表中的错误包括：同一部位多次进针以期找到理

将此瓣环样装置置于一个坚硬的胸壁模型中（Heart

想的进针部位、错误的进针深度和厚度、垫片位置错

Case，The Chamberlain Group）（图1）。通过皮尺

误。将两位评委的意见进行对比，如果两位评委均报

测量，在胸壁模型中构建了一个三维坐标系，确保在

告在某一象限内有错误，则认定为有错误。如果两位

多次测试期间，“瓣环”位置可复原（图E1）。将一

评委有分歧，则认为无错误。手术评语被记录在案，

个缝线固定器置于胸壁模型的开口周围。整个装置的

以便测试后向受试者提供详细的反馈。

成本约为40美元（不包括胸壁模型），安装整个装置
需要15分钟。

测试后调查
在完成sMVR后，要求受试者完成关于手术经验

方案

的测试后调查，共14个问题。根据对每一问题的赞同

测试前，所有受试者均观看8分钟的演示视频，
介绍在专项训练器上进行sMVR的步骤，并着重强调

程度或预估的价值以Likert量表评分（1~5分制：1分
=非常不符，3分=一般，5分=非常符合）。

了一些重要的技术细节，包括缝线间距、缝线深度、
缝线的摆放。该视频分为几个部分：瓣环缝合固定、
缝线摆放、缝合环缝合固定和打结。视频配有解说。
10

统计方法
通过方差分析比较不同训练水平医师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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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构建二尖瓣置换训练模拟平台。根据一个三维的坐标系，将一个可置换的“二尖瓣插件”置于胸腔模型内一个可
调节的臂上。

情况。采用Tukey 显著性检验进行配对比较事后分

手术经验不同的医师总评分不同（普外科住院

析。不同象限间的错误通过非参数Cochran's Q 检验

医师32.9±11.4，胸心外科住院医师65.1±11.5，胸

进行比较。评委间评分的变异度通过组内相关系数

心外科主治医师88.3±7.8；F =35.7；P ＜0.001），所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进行分析。

有配对比较结果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 图2）。报告主刀进行过10~50例MVR的胸心外

结果

科住院医师的总评分为65.0±2.8（与胸心外科主
治 医 师 相 比 ，P ＜ 0 . 0 1 ） ， 评 委 间 的 评 分 呈 强 相 关

普外科住院医师、胸心外科住院医师和胸

（ICC=0.67，P ＜0.01）。

心外科主治医师完成sMVR所需的时间存在差异

在sMVR过程中，评委们进行了几次巡视。值得

（52.9±9.0 vs. 32.8±4.7 vs. 28.0±3.5分钟；

注意的是，相当于前瓣环区域的几项操作——缝线位

F =25.3；P ＜0.001）。配对比较显示，胸心外科住
院医师和胸心外科主治医师完成sMVR的时间无显著
差异，但普外科住院医师与胸心外科住院医师和胸
心外科主治医师相比，手术时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0.05）（表2）。
训练水平对全部8个评估指标均有显著影响
（P <0.001）（表2）。此外，在运针角度、左房结构
熟悉度、打结和运针熟练程度方面，不同训练水平的
医师得分差异显著（配对比较，P ＜0.05）。胸心外
科住院医师和胸心外科主治医师间在进针深度、针距
和准确度得分方面无显著差异。

置、进针角度、垫片位置——对受试者的挑战较大。
受试者在前内象限发生错误的次数最多（表3）。在
前外象限，不同训练水平的医师发生错误的几率存在
显著差异（P =0.001）。将所有受试者汇总，发现各
象限发生错误的几率具有显著差异（P =0.01），其中
后外象限发生错误的几率最低，而前内象限发生错误
的几率最高。此外，发现有些受训者出现了一些重大
错误：在缝合环上因计划不周需重新进针；套线影响
进针；人工瓣放置角度错误；缝线缠绕影响下瓣；在
人工瓣上进针之前绕线。
测试后调查结果见表4。训练水平对手术结果的

表1 手术技术的五分制评分
差
进针深度（无滞针、正确进出针、运针点与瓣环边缘距离合适）
针距（针距均匀、有条不紊、正确的缝线数）
运针熟练程度（没加在针尾、垂直进针、动作流畅）
运针角度（尽量减少因角度不对而重新进针、针与针持和组织保持正确角度）
穿透组织的流畅程度（流畅地将针拔出组织）
对左房结构的熟悉度（适应胸腔模型中手术、应用反手进行后瓣环缝合）
缝合的准确性（垫片整齐排列、瓣环留的边距、正确使用双色线）
打结技术（正确提线、足够的张力、动作流畅、手指和手的配合动作）

1
1
1
1
1
1
1
1

低于平均水平
2
2
2
2
2
2
2
2

平均水平

好

优秀

3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经许可修改自：Fann JI, Caffarelli AD, Georgette G, Howard SK, Gaba DM, Youngblood P, et al. Improvement in coronary anastomosis with cardiac surgery
simulation.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08;136:14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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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训练水平受试者的模拟二尖瓣置换操作评分
普外科住院医师（n=7）

胸心外科住院医师（n=8）

胸心外科主治医师（n=4）

ANOVA

操作时间*， （分钟）

52.9±9.0

32.8±4.7

28.0±3.5

进针深度*， （1~5分）

1.8±0.6

2.9±0.8

3.8±0.9

针距*， （1~5分）

1.6±0.6

3.0±0.7

3.8±0.6

运针熟练程度*， ， （1~5分）

2.1±0.6

3.1±0.7

4.6±0.3

运针角度*， ， （1~5分）

1.6±0.7

2.9±0.6

4.3±0.6

穿透组织的流畅程度 ， （1~5分）

2.9±0.5

3.3±0.6

4.8±0.3

左房结构熟悉度*， ， （1~5分）

1.5±0.5

2.9±0.7

4.8±0.3

准确性*， （1~5分）

1.6±0.6

2.9±0.7

4.0±0.9

打结技术*， ， （1~5分）

2.6±0.7

3.8±0.5

4.9±0.3

未校正时间的总分*， ， （1~80分，）

31.4±8.6

49.5±7.8

69.5±6.6

总分*， ， （1~100分）

32.9±11.4

65.1±11.5

88.3±7.8

F =25.3
P <0.001
F =11.9
P =0.001
F =15.6
P <0.001
F =21.8
P <0.001
F =21.1
P <0.001
F =18.4
P <0.001
F =38.5
P <0.001
F =16.2
P <0.001
F =23.0
P <0.001
F =30.0
P <0.001
F =35.7
P <0.001

ANOVA ，方差分析。*普外科住院医师与胸心外科住院医师相比，P <0.05。 普外科住院医师与胸心外科主治医师相比，P <0.05。 胸心外科住院医师与胸心外科
主治医师相比，P <0.05。

“该模拟系统可辅助住院医师训练MVR”（4.6±0.6

为：“此模拟系统易于操作”（4.7±0.6分），“我将

分）。最不被认同的观点为：“此模拟系统可以很好

使用该模拟系统来进行MVR训练”（4.6±0.6分）和

地取代手术间实战训练”（2.6±1.5分）。

总分 (1~100)

影响无统计学意义（方差分析）。认同度最高的观点

普外科
住院医师

胸心外科
住院医师

心外科
主治医师

训练水平

图2 不同训练水平受试者模拟二尖瓣置换术的总评分差异显著（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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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在二尖瓣环的四个象限内出现手术错误的受试者百分比
总计（n=19）

普外科住院医师
（n=7）

胸心外科住院医师
（n=8）

胸心外科主治医师
（n=4）

ANOVA

前外

57.9%

100.0%

50.0%

0.0%

前内

68.4%

85.7%

62.5%

50.0%

后外

26.3%

57.1%

12.5%

0.0%

后内

36.8%

57.1%

37.5%

0.0%

F =10.5
P =0.001
F =0.8
P =0.47
F =3.4
P =0.06
F =1.9
P =0.19

象限

Cochran's Q 检验中，象限对总错误率的影响显著，P =0.01。ANOVA ，方差分析。

间限制、进入综合培训计划的外科新手数量增加和

讨论

复杂病例增多、患者病情差异增大等诸多因素均要
我们成功设计并构建了模拟二尖瓣置换术训练平

求在手术间外进行技能训练。一项关于专家养成的

台，该平台具有如下特点：廉价、便携、可重复使

研究提示，专家的养成需要高度的重复（>10 000小

用、不易腐烂。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应用主观还

时） [8]。在心外科住院医师阶段，似乎越来越不可能

是客观评分，不同训练水平的医师实施sMVR的表现

在手术间内完成必要的心脏手术数量，来使心脏手

均存在差异。心外科住院医师与主治医师实施sMVR

术达到熟练的程度；研究证明，使用专项训练器有

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尽管他们进行sMVR的时间

助于达到此目标 [4-7]。

相近，但主治医师的操作更为熟练，8个主观技术指

本研究中，测试后调查的结果提示，主治医师

标中的4个得分高于住院医师。即使是已经主刀做过

和住院医师均认为sMVR可以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技

10~50例MVR的住院医师，sMVR得分仍显著低于主

能训 练 辅助策略。尽管各方均认为sMVR不能替代

治医师。sMVR操作表现的这些差异与手术间内的实

手术间中取得的经验，但他们的反应确实提示，对

际操作是否相关尚待确定。

于手术练习和技能的养成，这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学

手术技能训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工作时

习工具。
本研究探讨了sMVR在技术评估中的作用，但并
未探讨其在技术训练中的作用；然而，研究过程中对

表4 测试后调查的结果
得分均值±SD
（n=17）
模拟手术是未来胸心外科住院医师培训中的必要内容
模拟系统易于使用
模型提供了MVR的要点培训
模型可辅助住院医师练习MVR
模型涵盖了MVR手术的学习要点
模型可以很好地替代OR
模拟培训提高了我的技术
我将用这个模型练习MVR
如果每周工作时间小于80小时，我将用这个模型训练
我喜欢这个模型
书面测验的价值
教学视频的价值
限时操作的价值
记录模拟MVR的价值

4.3±1.0
4.7±0.6
4.5±0.6
4.6±0.6
4.2±1.0
2.6±1.5
4.5±0.6
4.6±0.6
3.8±1.1
4.3±1.1
3.8±1.0
4.0±0.9
4.1±0.8
4.1±1.0

观点的同意程度，分1~5分：1分=强烈不同意，3分=中立，5分=强烈同意。对
于任何问题，训练水平对调查结果无显著影响（方差分析）。SD ，标准差；

MVR ，二尖瓣置换；OR ，手术间。

一些重要的技术指标进行了观察。首先，我们发现受
训者在sMVR中出现了若干严重的错误，包括在缝合
环中因进针错误而重新进针、套线影响进针、人工瓣
放置角度错误、缝线缠绕影响下瓣、在人工瓣上进针
之前绕线。sMVR为受训者犯技术错误并从中获得经
验教训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此外，我们还观察
到，技术错误更多发生于前瓣环而非后瓣环。我们认
为这可能与左房内局限的操作空间影响运针有关。记
录和分析技术错误发生的位置分布图将对以后进行针
对性的练习、辅导和反馈提供巨大帮助。模拟训练模
式有可能将初学者的某些“试错”学习过程从手术间
搬到“模拟训练实验室”。
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在逼真的、进针角度有困难的
局限操作空间内进行缝合固定的技术。此项关于专项
训练器的研究目的是评估受试者对左房结构、运针角

1

13

度、患者体位摆放的了解和在MVR术中局限空间内

相信，结构复杂、高仿真、允 许 存 在 解 剖 变 异 和 手

运针的熟练程度。这些技巧是完成任何二尖瓣手术所

术意外情况的模型是完整外科培训课程的另一个

必需的基本技能。TS还适合于二尖瓣环成形技术评

重要内容，有待于在将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开发。

估，无需经过太大改造，将来我们计划进行二尖瓣成

我们将来的工作是将TS制作得更加符合二尖瓣解

形技术的评估工作。

剖结构、材质更接近人体的二尖瓣组织。我们还
希望能够对手术技术进行量化评价（如评判术后

研究的局限性

瓣周漏）。

本研究的目的仅限于评价sMVR TS评估和区
分不同训练水平受试者手术操作表现的能力。今

结论

后还将通过研究确定技能训练对手术操作表现的
纵向影响。尽管有主观证据表明sMVR有教育作

本研究介绍了一种sMVR技能训练平台，该平台

用，正如测试后调查结果评估和我们自己的记录

简单、廉价、便携、重复性强。我们认为，该训练

所显示的那样，但要客观证明经sMVR TS训练

平台可成为二尖瓣手术技能培训课程的支柱，该课

后，受试者在手术间的手术操作表现有所提高还

程包括：从容的分散式练习、重复评价和直接的反

需其他的重要研究验证。这一工作可通过如下两

馈。未来的研究要展示这种没有上级医师指导的培

种方法实现：比较sMVR训练前后，受试者在手术

训方式对住院医师手术间内手术操作表现的影响。

间的操作表现是否有提高；或证明经过sMVR训
练，受试者的sMVR评分提高，同时sMVR评分与

参考文献

在手术间中的表现相关。这样的研究目前正在纽
约大学医学院开展。
本研究的另一不足是单中心研究并且入选的受试
者数量较少。仅有两位评委对受试者进行评估；尽管
ICC较高，但必须对两名评委评分的可靠性做进一步
的研究。扩大样本量、纳入更多中心参与试验将有助
于验证本研究的结果。
我们选择设计了一个低仿真的技能训练平台来
作为二尖瓣手术技术培训的核心部件。我们的TS材
质与人体组织相差较大，从某种角度讲，二尖瓣模
型与真实的解剖结构也差距较大。我们有意识地使
用人工合成材料，这样可以在家中使用这种不易损
坏的模型进行练习。此外，我们的二尖瓣模型仅有
瓣环没有瓣叶。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我们使用分解
的部件进行二尖瓣解剖教学。有证据表明，低仿真
模型的培训效果并不劣于高仿真模型[9,10] 。通过使用
低仿真模型，我们减少了解剖差异，使得培训者和
受试者可以把精力集中在预定的培训任务上。我们

(袁昕 译 王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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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 建立模拟二尖瓣置换训练平台。 A，已取下胸壁的模拟二尖瓣置换训练平台，利用皮尺测量获取坐标系，确认
“二尖瓣插件”在调节臂上的位置。B，装备完成的模拟二尖瓣置换训练平台。

图E2 已完成模拟二尖瓣置换练习的“二尖瓣插件”样本。A，正面观。B，背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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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主肺动脉侧支血流量可影响 Fontan 术后的早期结果：
一项多模态研究

目的：双向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后患者常会出现主肺动脉侧支血管。主肺动脉侧支血管的血流量可以通过心脏磁共振
成像进行定量分析。然而侧支血管血流量对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后结果的影响仍不明确，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方法：在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前，通过心脏磁共振成像、超声心动图和心导管检查对 33 例患者的资料进行前瞻性的
研究。记录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后的早期结果。
结果：主肺动脉侧支血流量为 1.59±0.65 L/min/m2（0.54~3.34 L/min/m2），占肺血流量的 43%±13%（12%~87%），
心指数的 35%±12%（11%~62%），导致肺循环和体循环血流的比值为 1.06±0.17（0.79~1.55）。主肺动脉侧支血流
量与肺循环 / 体循环血流量比（r =0.69，P <0.0001）、氧饱和度（r =0.42，P =0.018）和心指数（r =0.53，P =0.002）相关。
在 36 例患者中，24 例在研究期间进行了开窗的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主肺动脉侧支血流量，相对于心指数而言，
与住院时间（r =0.48，P =0.02）和胸腔引流（r =0.45，P =0.03）相关。Fontan 术前，胸腔引流时间≤ 1 周的患者主肺
动脉侧支血流量要少于引流时间较长的患者，直至引流管撤除（分别为 1.23±0.38 L/min/m2 和 1.73±0.76 L/min/m2，

P =0.03）。与同时期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案进行前瞻性研究、在心外管道行开窗的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的患者组相比，
双向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造成的主肺动脉侧支血流量更多（1.59±0.65 L/min/m2 vs. 1.30±0.57 L/min/m2，P =0.04）。
结论：双向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后的患者常常出现大量主肺动脉侧支血流。后者引发的血流动力学异常会对全腔静脉
肺动脉连接术后的早期结果造成不良影响。（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329-36）

功能性单心室患者形成主肺动脉侧支血管

不过由于这些研究是回顾性的，加之样本量较少，又

（aortopulmonary collateral，APC）的临床意义目前仍

缺少术后结果数据，故无法考察 APC 血流量对 Fontan

有争议

[1-5]

。我们的团队近期曾经介绍过利用心脏磁共

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对 APC 血流进
[6]

术后早期结果的影响。
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有代表性的 BCPC 患者队列

行定量评估的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我们及其他

中 APC 的大小及其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评估 APC

学者都验证了在双向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bidirectional

血流量对 Fontan 手术后早期结果标志物的影响。

cavopulmonary Connection，BCPC） 和 Fontan 术 后 患
者中测定 APC 血流量的可行性 [7,8]。APC 被认为是左

方法

向右分流的重要原因，吸收了相当一部分的心排量。
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观察研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相关 BCPC 患者的父母签署书面知情同
意书后，纳入 BCPC 患者。在患者于全腔静脉肺动脉
连接术（total cavopulmonary connection，TCPC）前进
行心导管检查（作为诊断性评估的一部分）和可能的
经皮介入治疗的同时对他们进行研究。在全身麻醉期
间，所有患者均进行 CMR 成像、超声心动图及心导
管检查。CMR 扫描在 1.5 T 磁场强度下进行 (Av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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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DICOM） 成 像 数 据

缩写及缩略词

通过数字化存储后，线下采用商业软件（EchoPAC，

=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
= 心脏磁共振
= 双向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
= 肺血管阻力
= 肺血流量
= 体循环血流量
= 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

version 110.1.3；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进 行
分析。检测房室流入道参数，用组织多普勒测量外侧
和内侧房室环的运动速度。利用二维斑点追踪显影技
术，获取心室基底部、中部及心尖部的短轴切面图像，
测定径向和周向应变、心尖和心底旋转，以及舒张早
期解旋率。通过 3 个心尖部切面（相当于四、三和二
腔心切面），对整体的纵向应变及应变率进行测定。

Siemens Medical Solutions，Erlangen，Germany)，包括

最 后， 按 照 临 床 操 作 常 规， 在 相 似 的 麻 醉 情 况

所有大动脉和静脉的相位对比血流速度测定，设置如下：

下进行心导管检查。测量平均肺动脉压、心房压和

时间分辨率为每个心动周期 25 个相位，最小重复及回

心室舒张末期压力。肺血管阻力（pulmonary vascular

波时间，偏转角 30°，平面内像素大小 1 mm×1 mm，

resistance，PVR）采用侵入性压力测定值和 CMR 血流，

层厚 3~4 mm，不控制呼吸，取 3 次测定的平均值。采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用 商 用 工 作 台（Qﬂow， version 5.2；MEDIS Medical
Imaging Systems，Leiden，The Netherlands）进行流量
测定。APC 血流量的计算在之前已有详述

[7,8]

。简言之，

PVR=（平均肺动脉压－平均心房压）/ Qp（肺静
脉血流总量）
对接受了 APC 弹簧圈封堵的患者进行 CMR 随访，

APC 血流量等于肺动脉流入量与肺静脉流出量之间的

以评估这种介入干预治疗措施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差值。肺血流总量（Qp）等于肺静脉回流量，体循环

在 TCPC 手术之前即时进行随访检查，以便在手术当

血流量（Qs）为上腔静脉血流量与膈肌水平降主动脉

天使用必要的全身麻醉。所有患者均进行开窗的心外
管道手术。一个患者亚组在 TCPC 后对经皮关闭的开

血流量之和。
短轴位电影成像的参数如下：时间分辨率为每个

窗进行了 CMR/ 心导管联合检查。CMR 检查方法与

心动周期 20 个相位，最小重复和回声时间，偏转角

BCPC 阶段的参数相同。另外，开窗处血流量的计算

70°，平面内像素大小 1.3 mm×1.3 mm，层厚 5 mm

方法为，从开窗下方 TCPC 通路中的血流量减去开窗

且层间距可变，不控制呼吸，取 3 次测定的平均值，

上方 TCPC 通路中的血流量。人口统计学数据和临床

采用并行采集技术（全面自动校准部分并行采集），

数据（包括术后病程的信息）均从患者病史获取。

加速因子为 2。采用标准后期处理软件，通过短轴成像

除了那些既往在 BCPC 阶段进行过 CMR 扫描的

定量测定心室容量和质量。用轮廓线将两个心室画为

患者之外，我们还采用类似的方法对大量行开窗 TCPC

一个心室，通过室间隔缺损的边缘将心内膜的轮廓连

手术的患者进行了研究。

接起来。如果影像截面看不到室间隔缺损，则在两个
心室之间画一个很小的虚拟通道，这样可以将两个心
腔合成一个功能性单心室腔。
冠状面进行对比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扫描（图 1），

统计分析
任意两组的比较采用 Student t 检验，APC 弹簧圈
封堵前后和 Fontan 手术前后患者测量值的比较则采用

对比剂为 0.2 mmol/kg 的钆喷替酸葡甲胺，设置如下：

配对 t 检验。不同参数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

重复时间 2.91 ms，回波时间 1.04 ms，偏转角 30°，

系数和多元回归分析进行研究。P <0.05 视为有统计学

各向同性体素的大小 1.0~1.2 mm，全面自动校准部分

意义。

并行采集技术，加速因子为 3。
完成 CMR 检查之后，将患者转运至毗邻的心导

结果

管 室， 利 用 GE vivid 7 或 vivid E9 超 声 仪（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Wauwatosa，Wis）进行有限

本研究共纳入 33 例患者。患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的超声心动图检查，评估心室局部和整体的收缩舒张

总结见表 1。主要的心脏解剖畸形包括：左室双入口

功能。将原始的医学数字图像和通信（Digital Imaging

（n=7）、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n=7）、三尖瓣闭锁（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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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和侧向的应变，以及心脏的旋转和扭曲运动均无
关。APC 血流量（无论是绝对值，还是与心排量相比
得出的相对值）与心室舒张末期容量、射血分数、心
室质量或心室质量 / 容量比均无关。APC 血流量与患
者心率间的相关性几乎达到了统计学意义（r =0.32，

P =0.071）。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患者的 APC 血流量
与其他诊断的患者相同，左位心和右位心患者间的
APC 血流量没有差异。
4 例患者在弹簧圈封堵 APC 前后进行了检查（表
2）。患者对此种介入治疗的反应不一，APC 血流量的
绝对值或相对值、Qp/Qs 或心室舒张末期容量均无显
著变化。第 1 例患者左上肺静脉完全梗阻，左下肺静
脉中度狭窄。对于此例患者，双侧弹簧圈封堵乳内动
脉导致流向右肺的侧支血流显著下降，但对流向左肺
的侧支血流影响不大。第 2 例患者在不到 3 周内 APC
图 1 三维对比增强磁共振显影数据集的最大信号强度投
影。A，首次通过肺灌注时获取的数据集显示的片状、不
透明充盈缺损（箭头处 ），是由主肺动脉侧支血管（APCs ）
中不显影的血液较上腔静脉（图 1B 中星号处 ）和肺动脉
分支中占优势的对比增强显影血液造成的。B，同一次对
比剂注射后的体循环动脉显影阶段显示，包括肺动脉和
APC 血流在内的整个肺野，以及胸壁侧支血管（箭头处 ）
的大血管网都呈均匀的不透明状，右侧多于左侧，与乳
内动脉的分布一致。L ，左；R ，右。

血流量的绝对或相对值都有所增加，第 4 例似乎也从
APC 封堵中受益。
33 例患者中，在末次随访前有 24 例进行了开窗的
心外管道 Fontan 手术。术后结果的描述情况见表 1。
没有围术期或术后早期死亡。4 例患者带着胸腔引流管
出院。2 例患者在 TCPC 后住院期间额外进行了介入治
疗：1 例进行了永久起搏器植入，1 例进行了多次经皮
介入和外科治疗（从右肾动脉和右锁骨下动脉行弹簧
圈封堵 APC 血管）。1 例患者因为重度脑损伤，在重

右室双出口（n=6）、不平衡性房室间隔缺损（n=3）、

症监护室滞留了 2 个多月，住院时间 5 个多月。预后

右室双入口（n=1）、右心室发育不良（n=1） 和扭曲

分析时将其排除在外。

的房室连接（n=1）。流向左肺的 APC 血流量大于流
向右侧（0.91±0.45 L/min/m2 和 0.69±0.38 L/min/m2，

P =0.02；图 2）。
APC 血流量与进行 CMR 检查时和 BCPC 时的年
龄无关，也与 BCPC 后的时间间隔无关。侧支血管
的血流量，相对于心排量来说，与全身麻醉下的氧
饱 和 度 相 关（r =0.42，P =0.018）。APC 血 流 量 也 与
Qp 和 Qp/Qs 比率相关（分别为 r =0.62，P =0.0002 和
r =0.69，P <0.0001；图 3）。流向右侧肺部的 APC 血
流量与右侧肺动脉的前向血流呈负相关（r = －0.48，
P =0.0051）。左侧及总的肺动脉血流则没有此种类似
的相关性。APC 血流量与通过升主动脉血流测得的
心 排 量 相 关（r =0.53，P =0.002）。APC 血 流 量 与 平
均肺动脉压、PVR 及心室舒张末期压力无关。当进
行超声心动图评估时，APC 血流量的大小与周向、
18

在余下的患者中，相对于心排量而言，APC 血流量
与住院时间（r =0.48，P =0.02）和胸腔引流时间（r =0.45，

P =0.03）相关。Fontan 术前，胸腔引流持续时间不超过
7 天的患者 APC 血流量（绝对值和与心排量相比的相对
值）
少于胸腔引流时间大于7天的患者
（分别为 1.23±0.38
vs. 1.73±0.76 L/min/m 2 ，P =0.025；0.27±0.10 vs.
0.40±0.16 L/min/m2，P =0.015）。两组患者的肺动脉压、
PVR 和舒张末期压力均无显著差异。出现乳糜胸的患
者与未出现乳糜胸的患者相比，术前 APC 血流量并无
增加（绝对值分别为 1.64±0.84 L/min/m2 和 1.51±0.65
L/min/m2，P =0.80；相对值分别为 0.37±0.22 L/min/m2
和 0.34±0.14 L/min/m2，P =0.82）。 此 外，Qp/Qs（ 分
别 为 1.08±0.23 和 1.05±0.19，P =0.86）、PVR（ 分 别
为 1.31±0.16 和 1.23±0.51 Wood 单位 /m2，P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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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口统计学信息、磁共振、心导管和超声心动图检查结
果以及术后信息
变量

数值

人口统计学和临床数据
性别（男 / 女）

26 （79% 男性）/7

左位心 / 右位心

28/5 （85% 左位心）

BCPC 时的年龄（岁）

0.55 ± 0.20 （0.23~1.30）

CMR 时的年龄（岁）

2.28 ± 0.70 （0.70~3.80）

BCPC 至 TCPC 间隔（年）

表1（续）
变量

数值

周向应变 （%）

－ 18 ± 3（－ 25~ － 9）

径向应变 （%）

44 ± 10（－ 79~81）

扭转（°）

7.6 ± 3.6（－ 1.7~13.5）

TCPC 术后转归 （n=24）
TCPC 时的年龄（岁）

2.79 ± 0.63（1.78~4.00）

正性肌力药物的使用时间（天）

1.2 ± 1.1（0~5）

1.73 ± 0.63（0.47~2.93）

ICU 滞留时间（天）

1.52 ± 0.59（1~3）*

5.5 ± 4.8 （0~22.1）

住院时间（天）

11.0 ± 10.7（5~58）*

60 ± 14 （32~86）

胸腔引流时间 （天）

15 ± 14（4~56）

CMR 时的体重（kg）

12.0 ± 2.0 （8.1~17.2）

发生乳糜胸 （n）

5（21）

CMR 时的体表面积（m 2）

0.52 ± 0.06 （0.38~0.68）

末次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

65 ± 6（56~81）

CMR 时的氧饱和度（%）

87 ± 4 （76~96）

末次中心静脉压（mm Hg）†

15.0 ± 2.8（11~20）

心率（次 / 分）

101 ± 12 （78~134）

出院时的氧饱和度（%）

90 ± 5（79~99）

CMR 和 TCPC 间隔（月）
CMR 检查时长（分钟）

磁共振结果
心室舒张末期容量（ml/m 2）

111 ± 26 （78~232）

心室质量（g/m 2）

70 ± 15 （45~103）

心室质量 / 容量（g/ml）

0.58 ± 0.12（0.34~1.01）

射血分数（%）

51 ± 9 （36~69）

心排量（L/min/m 2）

4.50 ± 0.85 （3.17~6.50）

肺动脉血流总量（L/min/m 2）

2.08 ± 0.63 （0.44~3.87）

右肺动脉血流，
57 ± 23 （0~100）

相对于肺动脉血流总量（%）
肺静脉血流总量（Qp）
（L/min/m 2）

3.68 ± 0.77（2.42~5.65）

右肺静脉血流，
51 ± 11 （27~72）

相对肺静脉血流总量（%）
上腔静脉及降主动脉血流量之和（Qs）
（L/min/m 2）

3.50 ± 0.67 （2.50~4.93）

Qp/Qs 比

1.06 ± 0.17（0.79~1.55）

流向右肺的 APC 血流量
2

0.69 ± 0.38 （0~1.46）

（L/min/m ）
流向左肺的 APC 血流量
（L/min/m 2）

0.91 ± 0.45（0.13~2.06）

APC 血流总量
（L/min/m 2）

1.59 ± 0.65 （0.54~3.34）

APC 血流量，
35 ± 12 （11~62）

相对于升主动脉血流量（%）

APC 血流量，相对于肺血流总量（%） 43 ± 13 （12~87）
上腔静脉血流占 Qs 的比例（%）

59 ± 11 （19~75）

数 据 以 均 数 ± 标 准 差 及 括 号 内 的 范 围 或 数 值 及 括 号 内 的 百 分 比 表 示。
BCPC ，双向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CMR ，心脏磁共振；Qp ，肺血流量；
Qs ，循环血流量；APC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PVR ，肺血管阻力；TCPC ，全
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ICU ，重症监护室。
* 一例患者因为神经系统损伤，在 ICU 内滞留 70 天，住院时间 5 个月，因此
被排除此分析；† 在撤除留置的中心静脉导管之前。

平均肺动脉压（分别为 10.8±1.5 和 10.1±1.7 mm Hg，

P =0.41） 或 心 室 舒 张 末 期 压 力（ 分 别 为 6.2±1.9 和
6.8±2.4 mm Hg，P =0.61）亦均无显著差异。
PVR 不是住院时间、胸腔引流时间或中心静脉压
的预测因素。它确实与 Fotnan 手术后的混合静脉血氧
饱和度负相关（r = － 0.47，P =0.026）。术前肺动脉压
不能预测任何术后结果指标，包括术后中心静脉压。
在存在开窗的情况下，APC 血流量与出院前的氧
饱和度不相关。
与同时期采用类似研究方案的前瞻性研究中
23 例 进 行 了 开 窗 的 心 外 管 道 TCPC 手 术 的 患 者
相 比，BCPC 患 者 的 APC 血 流 量 更 大（ 分 别 为
1.59±0.65 L/min/m 2 和 1 . 3 0 ± 0 . 5 7 L / m i n / m 2 ，

P =0.04）。BCPC 患 者 的 心 室 质 量 / 舒 张 末 期 容

导管检查结果
（mm Hg）

6.6 ± 2.1 （3~11）

平均肺动脉压
（mm Hg）

10.3 ± 2.0 （7~15）

校正后的 PVR（Wood 单位 /m 2）

1.28 ± 0.52 （0.60~2.81）

超声心动图结果
E/A 比

1.19 ± 0.34（0.85~2.19）

E/E’比

10.6 ± 3.5 （6.1~21.8）

心肌活动指数

0.52 ± 0.10（0.32~0.72）
（见续表）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流量
（L/min/m2）

心室舒张末期压力

至右肺

至左肺

图2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流量在左右肺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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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也可以回答 APC 血流是否会对 Fontan 术后结
果造成影响这一问题。
主肺动脉侧支血流量与 TCPC 术后住院时间较长和胸
腔积液相关
Fontan 术前存在 APC 可能会导致术后血流动力学
不稳定。然而关于 APC 与术后结果之间关系的数据还
比较少，且存在不少争议 [1,5,9]。除一项研究外，其他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流量（L/min/m2）

所有的前瞻性研究均采用 APC 的造影成像来替代 APC

图3 主肺动脉侧支血流和Qp/Qs比率之间的关系

血流量。只有 Bradley 及其同事 [1] 将 Fontan 手术中侵

量 比 低 于 TC PC 患 者 （ 分 别 为 0 .5 8± 0.12 g/ ml
和 0.64±0.13 g/ml，P =0.04）。 两 组 间 舒 张 末 期
容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123±32 ml/m2 和

入性检查获得的定量 APC 血流与术后早期结果的标志
物关联起来，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无相关性。在本研究
队列中，术前存在较多 APC 血流的患者住院时间和胸
腔引流时间都比较长。此外，胸腔引流时间较短患者

111±26 ml/m2，P =0.06）。BCPC 和 Fontan 手 术 患 者

的 APC 血流也较少。这些发现与 Glatz 及其同事 [9] 近

的 Qp/Qs 比 相 似（ 分 别 为 1.05±0.17 和 1.07±0.23，

期发表的一项回顾性研究的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P =0.67）。8 例患者在 Fontan 手术前后进行了 CMR 检

TCPC 之前导管检查所获得的肺动脉压和 PVR 均不能

查（图 4）。他们的血流动力学数据见表 3。在这些患

预测住院时间和胸腔引流的时间。我们推测，相比所

者中，开窗在术后研究时均处于开放状态。Qp/Qs 比（分

有的功能性单心室人群（大多数人术后结果很好），

别 为 0.94±0.29 和 1.03±0.23，P =0.50）、APC 血 流 量

APC 在所谓的高危 Fontan 手术患者中对术后结果可能

2

2

（ 分 别 为 1.31±0.71 L/min/m 和 1.36±0.76 L/min/m ，

起着更为关键的影响 [1]。在这些患者中，APC 对术后

P =0.91）或心室舒张末期容量（分别为 123±33 ml/m2

早期结果造成负面影响的确切机制尚未明确。患者的

和 123±46 ml/m ，P =0.97）均无显著改变。

心室似乎对容量负荷增加的耐受性较好，因为存在左

2

向右分流，舒张末期压力或舒张不会增加，至少在静

讨论
与之前的回顾性研究一样，我们也观察到 BCPC
患者会产生较多的 APC 血流 [7,8]。平均来说，三分之
一（甚至高达三分之二）的心排量从体循环分流到肺
部，超过 40%（可高达 87%）的肺动脉血流总量来源
于 APC。这些数据与 Glatz 及其同事近期发表的研究
非常接近 [9]。Schmitt 及其同事 [10] 发现身体锻炼会增
加 APC 血流量。在这方面，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我

息状态下如此 [10]。Prakash 及其同事 [11] 发现，Fontan
患者的 APC 血流量与心室大小之间有着微弱的相关性，
但是心室扩张的程度很小。在我们的研究队列中，收
缩功能参数不受 APC 血流量的影响。APC 不会显著增
加 PVR 和术前肺动脉压。有证据表明 Fontan 手术后
APC 血流会消失。我们之前的研究 [7] 和 Whitehead 及
其同事 [8] 的研究数据均表明，BCPC 患者要比 Fontan
术后患者承受更大的 APC 血流负担（经体表面积校正
后）。Prakash 及其同事 [11] 发现，Fontan 手术后 APC
血流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非线性下降。当我们将

们的研究对象中，心排量越大、心率越快，APC 血流

BCPC 患 者 的 APC 血 流 量 与 Fontan 手 术 后 约 1 年 的

量就越大。正如所期望的那样，也与我们之前的研究

TCPC 患者队列的 APC 血流量进行对比时，发现两组

一致 [7]，较多的 APC 血流会造成较大的左向右分流。
APC 血流增加了肺部血流量，APC 血流越多，动脉血

间无显著差异。同样地，在 TCPC 前后进行 CMR 检查
的 8 例亚组患者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图 4）。重要的

氧饱和度就越高，这说明至少它们部分参与了气体交

是，所有的患者都因 Fontan 通路和心房之间的分流孔

换。尽管本研究的结果在基本原理和分级强度方面证

而存在右向左分流，尽管这些病例既往均未被我们 [7]

实了我们之前研究所显示的 APC 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或 Prakash 及其同事 [11] 研究过，但两个队列 Fontan 术

但是我们这次避免了回顾性分析的自身缺陷。我们的

后的时间间隔和开窗时间均比本研究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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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后
的 心室
舒张末
期容量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封堵可能不会减少侧支血流量
Fontan 术前是否需要封堵 APC 仍存在争议 [12]。尽

堵已被成功地用于治疗 Fontan 术后的胸腔引流时间过
APC 弹簧圈封堵后

长 [3,14]。与之相反，在一项随机对照研究中，Brown 及
其同事 [15] 在 BCPC 前的评估中对 CMR 和心导管检查
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心导管检查组侧支血管的封
堵率较高，但术后结果并无差异。此方面的经验能否
用于 Fontan 术前阶段尚不清楚。在本研究中，患者对
APC 弹簧圈封堵的反应不一。无反应（至少在部分患
者中）的原因可能是乳内动脉并非造成 APC 血流的唯

Qp/Qs
比

一“元凶”。其他途径如支气管动脉、肋间动脉和胸
外侧动脉等，尽管单个的作用较小，但可形成一个弥

第一次
和第二
次 CMR
间期

散的网络，产生大量的侧支血流。在荧光主动脉造影
过程中，这些血管通常不透明，仅微弱显影，由于滋
养血管众多，所以很难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因此，我

弹簧圈
封堵的
动脉

们处理的那些血管可能并不是产生 APC 血流的主要来
源。一例患者（2 号患者；表 2）在左右侧乳内动脉封

校正后
的心室
舒张末
期容量

堵仅 2.5 周后，APC 血流量甚至高于封堵前。在对少

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的诊断或心脏在胸腔内的位置与
APC 血流量之间无相关性。我们能够显示的是，至少
对于右肺动脉，肺动脉血流较少与 APC 血流量较多相
关。究竟是有效肺血流减少促进了 APC 的形成，还是
APC 阻碍了有效肺血流，目前尚不清楚。Asuitto 及其
同事 [16] 证明有效肺动脉血流存在能量损失，因为 APC
流入的湍流对其造成干扰，妨碍了血液通过动脉和毛
细血管床。平均来说，左肺比右肺接受了更多的 APC
血流（图 2）。尽管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可能与肺动
脉血流的分布稍微有利于右侧肺有关。左肺有可能收

APC 血
流量 /
肺循环
血流量

均数 ± 标准差

流大于其他诊断的患者。在我们的研究队列中，发现

Qp/Qs
比

其同事 [11] 报道，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患者的 APC 血

CMR
时的年龄

促进 APC 形成的因素尚未完全明了。Prakash 及

患者
编号

流的结果）对 Fontan 手术后结果的影响。

APC 血
流量 /
主动脉
血流量

研究来探讨 APC 封堵（基于用 CMR 定量分析 APC 血

APC
血流
总量

这些刺激因素继续发挥效应。需要进行随机的前瞻性

流向左肺
的 APC
血流量

待明确，但是仅封堵两根滋养动脉似乎不太可能阻止

流向右肺
的 APC
血流量

于功能性单心室的患者，促进 APC 形成的刺激因素仍

APC 弹簧圈封堵前

堵导致 APC 血流减少的效果会随时间而减弱。尽管对

表2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弹簧圈封堵前后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和心室容量

量患者的研究中，Bradley 及其同事 [1] 发现，弹簧圈封

APC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CMR ，心脏磁共振；Qp/Qs ，肺血流量 / 循环血流量（比）；AAO ，升主动脉；Qp ，肺血流量；RIMA ，右侧乳内动脉；LIMA ，左侧乳内动脉。

行 APC 弹簧圈封堵可以缩短胸腔引流时间。弹簧圈封

流向左肺
的 APC
血流量

流量的方法。Spicer 及其同事 [13] 发现，Fontan 术前进

流向右肺
的 APC
血流量

是还不清楚封堵 APC 是否是一种有效减少 APC 总血

APC
血流
总量

APC 血流 APC 血流
量 / 主动 量 / 肺循
脉血流量 环血流量

管我们的结果似乎表明 APC 与术后结果不良相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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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CPC前后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及心室容量
TCPC 之前
CMR 时
的年龄
（岁）

患者
编号

CMR 和
Fontan
手术间
隔（月）

Qp/Qs
比

TCPC 术后

校正后的
心室舒张 CMR 时
APC
末期容量 的年龄
血流量
2
（L/min/m ） （mL/m 2） （岁）

Fontan 到
CMR 间隔
（月）

Qp/Qs
比

校正后的
心室舒张末 开窗处的
APC 血流量
期容量
血流
（L/min/m 2） （ml/m 2） （L/min/m 2）

均数 ± 标准差

TCPC ，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CMR ，心脏磁共振；Qp/Qs ，肺血流量 / 循环血流量（比）；APC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

集了较多的 APC 血流，以平衡这种差异，这点可以从

余下的 3 例则采用弹簧圈栓塞前的血流动力学信息进

两侧肺静脉回流量相等而得到佐证（表 1）。一例患者

行分析。

（表 2 中的第 1 例患者）受益于 APC 弹簧圈封堵，但
仅限于右侧（该侧的肺静脉流出无梗阻）。左侧乳内

结论

动脉封堵后，流向左侧肺部的 APC 血流仍无变化（或
快速复原）。我们在 2007 年报告的病例首次展示了通

BCPC 术 后 患 者 通 常 会 出 现 大 量 的 APC 血 流。

过 CMR 测定 APC 血流的技术，该技术显示此病例有

APC 血流造成的血流动力学异常会给 Fontan 术后的早

大量的 APC 血流进入肺部，同时存在显著的肺静脉狭

期结果带来负面影响。

[6]

窄 。这两例患者暗示我们肺静脉狭窄可能是 APC 形
成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受限于相对较小的样本量，可能无法揭示
更多 APC 形成及相关临床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在 7 例
TCPC 术前进行弹簧圈封堵的患者中，4 例在术前重复

主肺动脉侧支血管流量
（L/min/m2）

进行了 CMR 检查，籍以评估他们最近 APC 血流的变化。

图 4 开窗的 TCPC 前后 8 例患者的 APC 血流量。虚线 代
表侧支血管的平均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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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 手术

机器人食管切除伴胸腔内吻合术的手术技巧和早期结果

目的：微创食管切除伴胸腔内吻合术有不少优点，这里展示我们技术上的经验教训和早期结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微创腹腔镜和机器人Ivor Lewis食管切除术。
结果：过去10个月内，22例患者（男性19例）接受了腹腔镜下胃游离伴机器人食管切除术。胸部操作全部用机器
人完成，21例进行了腹腔镜下胃游离。所有患者均为食管癌，其中20例接受了新辅助放化疗。所有患者均进行了
R0切除，清扫的淋巴结中位数为18枚，失血量为40 ml。前6例患者进行了后部器械吻合，前部手工吻合；其中5例
术后出现了主要并发症，包括1例吻合口瘘和1例胃钉合线瘘。后16例患者进行了纯手工缝合的双层吻合术，术后
无吻合口瘘等主要并发症。术后30天和90天内无患者死亡。技术改进包括腹部手术时在食管上套一圆环，用作
第3臂牵引，用非机器人器械将管状胃引入胸腔，内层用长22 cm的可吸收线连续缝合，外层用长10 cm的非吸收
线间断缝合。

结论：全匙孔机器人胸段食管切除安全可行，可实现R0切除和彻底胸淋巴结清扫，能够行双层吻合且早期效果良
好。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90-6）

微创食管切除术（minimally invasive

手工吻合，后半部器械吻合，还有研究者选择全手

esophagectomy，MIE）相对于开放性手术有其优势

工双层吻合。我们 [8] 曾报道采用双层手工吻合技术

和吸引力 [1,2] 。然而，对于吻合的方式和理想位置，

的开放式Ivor Lewis食管切除术的吻合口瘘发生率

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如颈部还是胸部，钉合还是

极低，221例患者中仅有1例（0.4%）术后发生了吻

手工缝合）

[3,4]

。近来，Luketich（MIE的先行者之

合口瘘。然而，手工吻合需要通过开胸和开腹手术

一，曾做过500多例采用颈部吻合的MIE）将其手术

进行，许多患者会发生一些其他严重的并发症且死

方式改为胸腔内食管胃吻合 [5,6] 。我们一直倾向于胸

亡率较高，这可能与手术方式有关，我们以前曾做

腔内吻合，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手术的吻合口瘘、喉

过相关报道 [8] 。因此我们还是偏爱胸腔内手工双层

返神经损伤、误吸等并发症较少。然而，理想的手

吻合，但这在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

[7]

术方式尚未确定，常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 。

thoracoscopic surgery，VATS）中难以实现。本研

除吻合位置外，最佳吻合方法也有很大争议。有人

究旨在展示我们使用全手工双层吻合技术的全匙孔

主张采用全器械吻合，另一些研究者则建议前半部

机器人Ivor Lewis食管切除术（completely portal，
robotic Ivor Lewis esophagectomy，CPR-ILE）的技
术特点、经验教训和早期结果。

方法
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使用了一个前瞻性数据
库中拟进行CPR-ILE治疗（意向治疗）的连续食管
癌患者的资料。病例的入组标准为：年龄大于19
岁，拟行CPR-ILE及胸腔内吻合的食管癌患者。既
往有右侧开胸术史（非机器人右胸手术）及癌性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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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全

缩写及缩略词
CPR-ILE

= 全匙孔机器人Ivor Lewis食管切
除术

身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 computed tomography，PET-

CPR-ILE-4 = 四臂全匙孔机器人Ivor Lewis食
管切除术

CT），在开始新辅助放化疗之前进行食管内超声检

CT

= 计算机断层扫描

T2、N1或以上的患者进行新辅助放化疗（T2 N0 M0

EUS

= 食管超声

病变且年龄＞75岁者除外）。完成新辅助放化疗后，

MIE

= 微创食管切除术

所有患者均行全身PET-CT和EUS检查并再次分期。

PET

=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通过再次EUS进行活检，证实顽固腹腔干淋巴结病变

VATS

= 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

患者将接受基于肿瘤分期的手术，并且患者适合接受

查（esophageal ultrasound，EUS）。通常对病变为

这些手术（如即往报道 [8]）。
变距门齿23 cm 以内者则不适合行CPR-ILE治疗。后
者先进行机器人食管游离，然后经裂孔在颈部左侧
行传统吻合。要求进行机器人胸部手术和腹腔镜腹
部手术的患者也纳入研究。
命名表

从匙孔机器人手术转为开胸手术的原因包括：单
纯机器人手术无法控制出血；因胸腔内粘连器械无法
进入胸腔或吹入二氧化碳；无法完整地切除肿瘤和达
到R0切除。从腹腔镜手术转为开腹手术的原因为无
法用吻合器完成管状胃的构建。
本研究得到了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机构

已成立一个国际机器人委员会，并对机器人胸部

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也获准应用前瞻性数据库

手术的命名达成了共识，并提交了描述机器人胸部手

（X030403013）来收集数据。豁免纳入研究时要求

术的文章*，该文通篇使用了议定的术语和定义。该命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但在将患者信息录入前瞻性数

名表描述了技术、手术和所用机器人手臂的数目，可
适用于本研究使用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Intuitive
Surgical，Sunnyvale，Calif）。但该命名表具有一定的
灵活性，也适用于其他任何新型的机器人手术系统。
本研究中使用的手术被命名为使用4个机械臂[4]的全匙
孔机器人Ivor Lewis食管切除术，简称CPR-ILE-4。全

据库时获得了患者的同意。
手术方法
胃的游离通过腹腔镜、机器人或开放手术等方法
进行。在本系列研究中，腹腔镜手术均由M.T.H领导
的胃肠外科医师团队进行。
患者仰卧反向Trendelenburg体位，上腹部放置4个

匙孔机器人术指整个手术（除标本取出过程）仅通过

5 mm套管和一个12 mm套管，在完成胃游离后用脐部

套管完成（无入路切口），胸膜腔与外界不相通。命

左侧的5 mm套管做喂养用空肠造口术。游离后的胃主

名表没有考虑腹部手术部分，在此系列研究中，开始

要由胃网膜右动脉弓供血。整个Ivor Lewis手术的腹部

时所有患者均采用腹腔镜技术进行腹部手术。

操作之前已经报道 [8]。我们通常不进行Kocher手法操

所有患者信息均录入我们的前瞻性数据库。此患

作，除非可能需要颈部吻合。如前所述，在幽门处注

者数据库的详细情况和获取随访数据所使用的方法见

射肉毒杆菌毒素，常规行空肠造口术放置营养管[8]。清

之前的报道 [9]。简而言之，手术当天将患者的所有资

扫胃左动脉和静脉旁的腹腔淋巴结，同时将小网膜一

料输入数据库（术后的详情除外）。该数据库包括了

并切除。在腹部用吻合器将胃从小弯侧移向胃底部，

胸外科医师协会数据库收集的所有变量，数据准确性

构建管状胃。于胃食管连接处断胃，确定切缘为阴

的验证与确认和录入均坚持同样严格的标准。此外，

性。将断开的胃与食管断端缝合，并在腹腔内将一柔

还收集其他方面的患者信息，包括90天死亡率，所切

软宽大的引流管缝合在食管外围。向右胸方向稍稍打

除肿瘤的基因、分子标志物和长期随访信息。

开食管裂孔，将管状胃和引流管拉入右侧胸腔下部。

经活检证实的食管癌患者，术前40天内做胸部

完成腹部手术后，患者取左侧卧位，右侧胸部向
上，以利于肺和血液远离后纵隔。不采用俯卧位，避
免延长麻醉和摆体位的时间。各操作孔的位置如图1
所示。第一个切口位于右侧腋窝发线以下，在1号机

1

25

主要操作Cadiere钳（Intuitive Surgical），位于腋前
线摄像头孔下方9 cm处。但应略比摄像头孔和1号臂
孔靠后，以便给非机器人床旁辅助孔留出足够的空
间。床旁辅助孔需放置12 mm或15 mm的套管，主要
用于吸血和为术者传递缝线、纱布。并可扩大此孔取
出切除标本。图1中，第3个孔较小，长约5 mm，用
于放置3号机械手臂，主要操作肺钳，位置最靠后，
距离2号臂孔约10 cm。我们仅在这个孔内放置了一个
5 mm的肺抓钳。
将机器人置于患者的背侧，与患者约成30度的夹
角，以便观察整个胸段食管和膈肌至胸顶的整个后纵
隔。将机械手臂放置入操作孔后，开始手术。首先经
3号孔钳住食管的套管，向前方、头侧牵拉，使其与
主动脉分离，用双极电凝或止血夹结扎供应食管的动
脉分支。经非机器人辅助孔游离奇静脉，血管吻合器
切断。于奇静脉残端上方切断食管，将肿瘤、切除
的食管和近端胃放入标本袋（Progressive Medical，
Addison，Ill），通过一个非机器人手臂取出，这常
需扩大辅助孔。取出标本后需重新注入二氧化碳，并
在扩大的切口和辅助孔上贴一个小的Steri-Drape手术
薄膜（3M Company，St Paul，Minn）或将皮肤缝合
数针，以免二氧化碳漏出。取出的食管近端送快速冰
冻病理检测，以保证切缘无癌细胞及Barrett细胞。
图1 A和B显示了CPR-ILE-4机器人胸部手术各操作孔的位
置。C孔为腔镜镜头孔；A孔为非机器人辅助孔。

械手臂下方约9 cm处，用于放置摄像头。首先置入摄
像头以确保胸腔内无粘连。胸腔内充入经过加湿加温
的二氧化碳（Insuflow，Lexicon Medical，St Paul，
Minn），压力8~10 mm Hg，这可降低膈肌，增加操
作空间，并有助于防止组织干燥。通常用标记笔在皮
肤上做出另外4个操作孔的位置标记，仔细测量后在
标记处放置定位针头，在局部麻醉下做皮肤切口。我

纯手工双层机器人胸腔内吻合
经辅助孔用Scanlan钳（Scanlan International，St
Paul，Minn）将管状胃小心地提入胸腔内，置于奇静
脉残端之上，食管残端之下。在距离胃吻合线下方至
少3~4 cm，尽可能地选取远离胃小弯侧钉合线处作
吻合的胃切口。此区域必须谨慎选取，应避免增加吻
合口的张力，尽量远离钉合线，以避免动脉缺血。首
先用10 cm长的3-0丝线（Ethicon，Inc，Somerville，
NJ）间断缝合吻合口后半部的外层，如图2A所示。
吻合中，我们用1号机械臂（充当右手）操作精细持

们还做了椎旁阻滞麻醉，在做任何切口（摄像头入

针器，2号机械臂（充当左手）操作长尖针钳。这种

口除外）前，均先用21号针头注入混合肾上腺素的

器械比以前用左手操作的缝针创伤小，当使用连续缝

0.25%布比卡因阻滞肋间神经。第2个孔长约8 mm，
用于放置相当于手术者右手的1号机械手臂，主要操

合时，这一点很重要。后部的食管-胃浆膜肌层间断
缝合一般需要5针。

作电凝刀和Maryland双极电凝。如图1所示，该操作

随后，吻合口内层用22 cm长的3-0 PDS缝线

孔位于摄像头孔上方约9 cm处，腋前线略前方。切口

（PDS，Ethicon，Inc）连续缝合一周。如图2B所

应在右侧腋窝发线下方（不在腋窝，而是其下方），

示，我们通常从吻合口内侧的3点钟处开始缝合，结

位于肩胛骨前缘内侧。第3个切口为2号操作孔，长约

打在腔外，从术者处的3点钟位置向9点钟方向连续缝

8 mm，用于放置相当于手术者左手的2号机械手臂。

合。后半部缝合完后，用另一根22 cm长的3-0 P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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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线，自吻合口内部的后内侧9点钟处开始朝向术者
连续缝合，完成整个内层的吻合。在内层前壁吻合完
成之前，在直视下置入鼻胃管。最后，用10 cm的3-0
丝线间断缝合完成吻合口前半部第二层的缝合，如图
2C所示。然后我们将胃大弯侧残留的网膜褥式缝合
于吻合口前壁。
根据胸外科医师协会的数据库定义并发症。手
术死亡定义为手术后30天内或出院前各种原因造成
的死亡。根据食管癌TNM分期（第7版）进行分期。
用Excel（Microsoft Corp，Seattle，Wash）记录存
储统计数据，以中位数、标准差、频数等指标进行
统计描述。

结果
从2011年4月至2012年2月，共有28例患者计划
行食管切除术。其中，2例患者接受了经裂孔食管切
除术，2例实施了右侧开胸手术，2例发现有腹部转
移病变。其余22例患者符合本研究的入组标准，按
计划实施了CPR-ILE-4手术，腹部手术用腹腔镜，胸
部用机器人，胸腔内吻合。病例特征见表1。术后结
果见表2，并根据吻合方法分层（手工吻合与器械吻
合）。与手工吻合相比，器械吻合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率较高。3例患者发生轻微并发症：器械吻合组1例发
生一过性心房颤动，1例发生尿储留；手工吻合组1
例发生一过性心房颤动。全部病例均完成了根治切除
（R0），无需输血。淋巴结切除数量的中位数为18枚
（15~26枚）。无机器人手术转为开胸手术者；但有
1例从腹腔镜手术转为开腹手术 。该例患者的胃壁弥
漫性增厚，导致钉合线撕裂，我们对其进行了开腹手
术，切除了胃上部和食管下部，缝合了全部钉合线。
切缘未发现癌细胞。组织增厚考虑是放射治疗所致，
而非癌症造成，因为肿瘤离切线有30 cm的距离。尽管
肿瘤已经到达了T3N1的程度，但是最初仅3 cm长。
图2 术中图像显示了经3号孔置入5 mm的肺抓钳固定、打
开食管，完成后排的间断缝合。B：术中图像显示了以3-0
PDS可吸收缝合线连续缝合吻合口内层（结在腔外）并
将粘膜与粘膜缝合。注意2号机械臂是怎样进行缝合的，
2号机械臂带有一个无创的长尖针钳，可在进针过程中使
外科医师保持对连续缝合的压力且持针器（1号机械臂）
不会对组织造成磨损。C：术中图像显示了第二个间断缝
合的前层，采用不可吸收的缝线将食管肌层与管状胃的
浆膜层间断缝合起来。

16例手工吻合患者的手术时间见图3，该图分别
显示了腹腔镜部分、机器人胸腔部分和手工吻合部分
的时间。中位手术时间（定义为从皮肤切开到皮肤缝
合完毕）为6小时7分钟（4小时50分钟到7小时33分
钟）。如图3所示，总手术时间和胸部手术时间的中
位数呈渐进性下降。本组术后30天及90天内无患者死
亡。全部患者均完成了术后随访；尽管中位随访时间
只有5个月，但是无局部和全身复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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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接受机器人Ivor Lewis 食管切除术的22例患者的临床
特征

表2 不同吻合方式的术后效果：前6名患者为器械吻合，后
16名患者为手工吻合

66（47~77）

年龄（中位数，岁）
（范围）
性别
男性

19（86%）

女性

3（14%）

身高（英寸），中位数

69

体重（磅），中位数

176

新辅助放化疗

20（91%）

术前3个月体重减少中位数（磅）

15（0~40）

并存疾病
2（9%）

吸烟（术前戒烟<1月）
肺功能检查（中位数）
FEV1%

95%

DLCO（%）

87%
13.0

血红蛋白，术前（g/dl）
高血压

11（50%）

心脏病和/或心力衰竭

7（32%）

既往心胸外科手术史

3（14%）

脑血管意外/卒中

2（9%）

糖尿病

3（14%）

ASA分级

3（2~3）

ECOG中位数

1（0~3）

吻合术的类型
后部器械吻合

6（27%）

手工吻合

16（73%）

FEV1 %：第一秒用力呼气量；DLCO %：一氧化碳扩散率；ASA ，美国麻醉医师
协会分级；ECOG ，东部肿瘤协作组。

讨论

器械吻合（n=6）

手工吻合（n=16）

术中特征
估计出血量，中位数（范围）

75（40~800）

60（30~120）

淋巴结切除，中位数（范围）

17（15~26）

18（15~28）

从机器人手术转为开胸手术

0

0

住院时间（中位数，天）

7（6~32）

7（6~10）

主要并发症

5（83%）

0（0%）

术后特征

吻合口漏

1

胃漏

1

脓胸

1

结肠疝

1

乳糜胸

1

次要并发症

2（33%）

1（6.3%）

心房颤动

1

1

尿潴留

1

0

5

0

同次住院再次手术

最终病理
分期
完全缓解

4（66%）

9（56%）

T1-4 N0 M0

1（17%）

4（25%）

T1-4 N1 M0

1（17%）

3（19%）

腺癌

5（83%）

13（81%）

鳞状细胞癌

1（17%）

3（19%）

组织学类型

生率。Orringer、Marshall和Iannettoni[10] 2000年报
道，应用此法111例，仅3例（2.7%）发生吻合口漏。

微创手术比开放手术并发症少，所以越来越多的

Gorenstein、Bessler和Sonnett [11]等2011年报道，31例

患者寻求微创手术。但是，进行MIE的最佳方式还不

患者中仅1例（3.2%）发生吻合口漏，他们全部用器

明确。对手术方式的选择往往是根据外科医师的偏

械吻合（非爱惜康内镜外科公司的EEA吻合器，而是

好，而不是患者自身的解剖结构或特征。然而，对于

线性钉合装置）。这两种技术避免了双层手工缝合，

胃食管交界处的腺癌，不论外科医师偏好哪种术式

所以手术速度快。手工缝合虽然增加了手术时间，但

（颈部吻合或者胸部吻合）都是合理的。有的倾向于

是更精确，且能控制胃切口的大小。因此有多种吻合

用机器人或者VATS游离食管，重新摆体位后，用腹

方法，关键是经验和注重细节。

腔镜游离胃，然后在左侧颈部行食管胃吻合。另一些

在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和开放性食管切除术经验

倾向于胸腔内吻合。几乎没有采用微创的Ivor Lewis

中，我们偏爱对低位食管癌患者使用胸腔内全手工双

手术伴胸腔内吻合。最重要的是，外科医师与其团队

层吻合术。手工吻合可精确控制管状胃的切口位置、

应能开展上述所有的手术和其他类型的食管切除术，

大小，避免钉合线经过低血供的胃部区域而减少管状

因为患者的肿瘤位置和其他因素通常决定了哪种手术

胃缺血。我们偏好胸部吻合，因为此法可减轻左侧喉

方式最佳。

返神经损伤，降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且仅比左颈部

进行食管胃吻合的最佳方法也经常有争论。许

吻合低2~3 cm，在功能上无多大差别。

多术者偏好用器械吻合后部，手工缝合前部。此法

2004年，Kernstine及同事[12]首次报告了1例机器

有许多优点，可缩短手术时间，降低吻合狭窄的发

人食管切除术个案报道。2005年，Bodner及同事 [13]

28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 January 2013

总手术时间

的不足与机器人有关，如花费、外科医师及其团队的

腹部手术时间

学习曲线，许多医院的机器人平台数量有限。尽管我

胸部手术时间

们将继续缩短手术时间，但是此技术所需要的时间仍

趋势线（胸部）

然要长于喜欢器械吻合的熟练团队。

分钟

我们得到很多经验教训。首先，单用机器人器械
将管状胃拉入胸腔会损伤胃钉合线。我们曾见到胃浆
膜撕裂，1例患者因此出现胃漏（但吻合口完整），
可能是用于传递管状胃的机器人器械损伤了胃的钉合
线。现有的机器人器械太小，不适合单独用于传递
管状胃。完成前4例 CPR-ILE-4手术之后，我们改由
器械护士应用Scanlan肺钳抓住管状胃，穿过整个胃
7~10

11~14

15~22

操作数（相继次序）

图3 最后16例患者的中位手术时间（均行机器人手工双
层胸腔内吻合）。图中显示了胸部手术时间的对数趋势
线（R 2=0.998）。

报告了他们使用机器人辅助胸腔镜下食管癌切除术治
疗4例患者的经验。Boone [14] 于2009年报道了47例接
受机器人食管切除术的患者。这3组均是用机器人经
右侧胸部开始手术，游离整个胸段食管，并行右胸淋
巴结清扫。然后换仰卧位，创建管状胃，在左侧颈部
行胃食管吻合，效果良好。在2011年，Puntambekar
及同事[15]报告了32例机器人食管切除术，也是颈部吻
合，效果极佳。最后，Weksler及同事 [16] 于2011年报

管，自腹部送入胸腔。
第二个重要的技术问题是手术缝线的型号和长度
以及用来缝合吻合口的机器人器械。在我们的早期经
验中，选择左、右手各持一个机器人持针器。后来我
们注意到，连续缝合时用左手持针器传递缝线常造成
磨损或撕裂。我们还注意到，缝针的夹持角度也不能
调整。因此，我们的左手（2号机械臂）改用长头机
械手镊。此项改进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但是少了一个
缝合手臂，失去了机器人的一个重大优势——双臂缝
合的轻便。另一个加快手术速度的改进是1号机械臂
改用底部带小型缝合刀具的机器人持针器，这样就无
需改换机器人剪刀。所用缝线的长度和缝针的类型也
很重要，在方法一节内已做描述。这些细节可以节省
时间，减少挫折。

告了43例机器人辅助下MIE手术，并且效果与开胸手

本文的优势在于主要围绕目前的临床需求，详细

术相似。这些开拓者展示了机器人食管切除术的可行

论述了如何进行机器人Ivor Lewis食管切除术，并提

性和安全性。但是这些报道的特点是均行颈部吻合，

供了大量具体的细节；这是一篇介绍机器人外科医师

几乎没有人介绍如何用机器人行胸腔内吻合。

团队经验的详细技术报告，我们希望本文提供的信息

本研究描述了我们偏爱的切口位置和吻合技术。

有助于缩短同道们的学习曲线，避免重复我们犯过的

我们如实的汇报，吻合口后方用器械钉合，前方手工

许多错误和挫折，避开陷阱。本文的局限性包括术后

缝合的吻合效果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系列研究

随访时间较短，病例相对较少，仅是单一机构胸外科

的结果改善部分可归因于学习曲线——用手工缝合的

医师的经验。由于随访时间短，使得生存期和无病生

病例均在器械吻合病例之后。我们倾向于手工双层缝

存期数据没有意义，但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合技术，理由如前述。

我们证明使用四臂CPR-ILE食管切除术安全可

本研究中，我们用手工缝合技术取得了极好的早

行，似乎对肿瘤的疗效很好，甚至对经过新辅助化疗

期结果，也展示了CPR-ILE-4技术的安全性。本研究

后大的T3及T4肿瘤也能达到R0切除。我们当前使用

提供了出色的微创食管切除术平台，给外科医师提供

的切口位置，如图1 A和B所示，重复性好，可利用全

了完全清扫胸腔淋巴结的机会。如本系列研究所示，

部4个机械臂，并避免了器械臂之间的冲突。在主动

淋巴结清扫的中位数很高。此外，本研究也是极少见

脉旁游离食管很安全，且失血很少。另外，全手工双

的微创食管切除术之一，允许在胸腔内进行灵巧的全

层吻合可行，且早期结果良好。可采用许多具体的技

手工双层吻合。此技术的不足是吻合时间较长。其他

巧来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挫折。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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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对手术技术进行改进。此外还需要有关生存期
和无病生存期的长期随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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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血管病

选择性顺行脑灌注与浅低温（28 ℃~30 ℃）停循环
在主动脉弓置换术中的应用：1002例患者的结果

目的：选择性顺行脑灌注（antegrade cerebral perfusion，ACP）的应用使得深低温技术不再是主动脉弓置换术的
必须手段。因此，不同医疗机构，在停循环手术中应用顺行脑灌注技术的同时尝试提高患者体温的报道日益增多。
然而，对于应用不同方式的ACP技术（单侧或双侧）对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影响知之甚少。同时，其对脊髓和内脏器
官保护的安全界限尚不明确。

方法：自2000年1月至2011年1月，德国2个中心的1002例连续患者在浅低温（30 ℃±2 ℃；范围：26 ℃~34 ℃）下，应
用ACP（单侧673例，双侧329例）技术，接受主动脉弓修复手术。患者平均年龄62±14岁，663例（66%）为男性，347
例（35%）为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684例（68%）患者接受半弓置换，318例（32%）接受全弓置换。

结果：体外循环时间为158±56分钟，心肌缺血时间为101±41分钟，单纯选择性ACP时间为36±19分钟（范围：
9~135分钟）。术后我们观察到28例（3%；卒中25例 ，截瘫3例）患者出现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42例（4%）出现短
暂性神经功能障碍。3例发生截瘫的患者均为急性A型夹层患者，ACP时间范围较大（分别为24、41和127分钟）。应
用单侧ACP技术，术后发生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的情况呈下降趋势（P =0.06)，而使用单侧或双侧ACP技术在术后
短暂性神经功能损害上无差异（P =0.6）。总体而言，早期死亡率为5%（n=52)。术后有38例患者（4%）需要短暂透
析。对A型夹层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非均匀性分布矫正后，无论单侧或双侧ACP、ACP的持续时间均与神经系统障
碍发生率、早期死亡率和短暂透析无关。

结论：目前的资料提示，ACP和浅低温停循环技术可安全用于复杂的主动脉弓手术，部分患者ACP时间甚至可超
过90分钟。单侧ACP至少可达到与双侧ACP技术同样的大脑以及内脏器官保护效果，还可能减少弓部血管因手术
操作而产生血栓栓塞的机会。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042-50）

顺行脑灌注技术（antegrade cerebral perfusion，

的方法 [1-4] 。然而，有关ACP技术操作细节还存在争

ACP）已在许多医疗中心成为主动脉弓手术中脑保护

议，包括插管的位置、单侧或双侧ACP、灌注压和温
度控制管理，特别是在体外循环时理想的ACP灌注液
的温度及停循环下应用选择性顺行脑灌注技术的体温
控制仍是考虑的重点。随着ACP的临床应用，深低温
不再是术中实现神经系统保护所必需的手段，使得临
床医师对提高停循环过程中患者体温的兴趣越来越
高，以避免长时间深低温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所导致的凝血障碍和器官功能障碍。
虽然本研究的2个机构曾报道，应用选择性浅到中低
温ACP技术进行主动脉弓手术是安全的并且可重复，
但对于长时间ACP以及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中应用此
方法的资料很少 [5-8] 。本研究旨在填补上述缺乏的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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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医院的手术方案

缩写及缩略词
ACP
ARF
CA
CPB
OR
PND
TND

我们曾经描述过用于主动脉弓外科手术的标准

= 顺行脑灌注技术
= 急性肾衰竭
= 停循环
= 体外循环
= 比值比
= 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
= 短暂性神经功能障碍

操作 、灌注技术以及温度控制 [7-9] 。简而言之，左侧
桡动脉和一侧股动脉置管行连续血压监测，应用食管
超声以进一步明确诊断和评估主动脉瓣功能。温度探
头放置于食管和直肠或膀胱。2007年以前我们将温度
探头置于直肠，之后的患者（占总数的一半）测量膀
胱温度。患者手术台上仰卧位，右侧腋动脉直接插管
（18F~22F软插管；Edwards Lifesciences，Irvine，

料并更好地了解此方法的优点以及潜在的局限性，特

Calif）后进行右房插管。用alpha-stat法保持酸碱平

别是要了解在长时间ACP患者中的情况。基于此目的

衡。体外循环开始后降温至直肠温度28 ℃~32 ℃，

我们将德国两个中心治疗主动脉疾病的经验相结合。

具体温度根据术前患者CT情况所预期手术中主动脉

这两家中心都是较早在主动脉弓外科手术中应用浅低

修复的时间而定。无名动脉和左颈总动脉绕硅胶弹力

温（28 ℃~30 ℃）停循环的医院。

带，在ACP开始时阻断。主动脉弓切开后，左锁骨下
动脉用Fogarty导管（Edwards Lifesciences）封堵以获
得无血视野。此时将左颈总动脉的弹性阻断绕带暂时

材料与方法

松开，置入动脉管用于左侧脑半球灌注（图1）。此

自2000年1月至2011年1月间，在德国法兰克福歌
德大学医院心胸血管外科以及拜德纽斯塔德特心血管
医院接受浅低温（30 ℃±2 ℃；范围，26 ℃~34 ℃）
下主动脉弓修复术的1002例连续患者，平均年龄
62±14岁，663例（66%）为男性，347例（35%）为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另外，多数患者患退行性

动脉灌注管路由体外循环的动脉灌注插管分支供血，
双侧ACP在2005年至2010年间应用。在2005年前以及
2010年后应用单侧ACP，以避免在插入第2根动脉管
时可能产生脑栓塞的风险。应用压力控制的模式保持
选择性ACP的温度在30 ℃。灌注压由体外循环机控制
在75~85 mm Hg，流量平均为1.6±0.2 L/min，在此状
态下行主动脉弓切除或修复。

主动脉瘤（618例，62%），剩余的37例患者是其他

A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其主动脉弓壁的内层与

病理改变，如脆性主动脉、假性主动脉瘤或感染。手

外层擦干后用两种成分混合胶（Colle Chirurgicale，

术前患者的详细资料见表1。本研究经各自的伦理委
员会批准进行并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患者人口统计学资料
特征

数值
1002

患者例数

62±14

年龄（岁）
男性

663（66%）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

347（35%）

退行性动脉瘤

618（62%）

其他病理学改变

37（3%）

马凡综合征

35（3%）

冠状动脉疾病

176（18%）

主动脉瓣狭窄

43（4%）

主动脉瓣反流＞2°

206（21%）

术前神经功能障碍

42（4%）

既往心脏手术史

99（10%）

数据以均值±标准差或数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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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浅低温停循环下选择双侧顺行脑灌注技术行开放性远
端主动脉弓修复术示意图。显露主动脉弓后，通过插入
一根Fogarty导管来阻断左锁骨下动脉，从而获得清晰少
血的手术视野。同时，暂时松开左颈总动脉外围的血管
阻断带，建立起一个循环通路来供应左侧大脑半球的血
液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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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al，Saint-Etienne，France）粘合，用被

口处的“Y”型管相连接（如图2）。在动脉通路建

覆胶原外层并经聚酯交织而成的涂层人工血管

立完毕并且右心房插管之后开始CPB，所有患者在弓

（InterVascular，La Ciotal Cedex，France）按标准方

部手术时行选择性ACP及体循环停循环（circulatory

法完成远端修复。我们常规的方法是主动脉弓内置入

arrest，CA）。在体外循环降温中用alpha-stat法保持酸

整体血管，所有的手术缝线用Teflon垫片加固。主动

碱平衡。在研究期间用多种方法监测患者脑血管方法，

脉弓修复完成后，将无名动脉和左颈总动脉的阻断套

目前的方法包括包括连续测量双侧桡动脉血压以及用近

管松开，Fogart导管由左锁骨下动脉撤出，弓血管充

红外线光谱仪监测大脑氧饱和度的变化[10]。身体所降至

分排气后经由右腋动脉恢复全身灌注，在后期有一半

的最低温度由外科医师术前估测停循环的时间长短决

患者常规用近红外光谱探测脑血管氧饱和度来进行神

定。直肠目标温度与停循环时间相对应的具体范围为：

经血管监测，在法兰克福进行手术的患者有477例。

CA 15分钟，直肠温度在32 ℃~34 ℃，CA时间30分钟；
直肠温度为30 ℃~32 ℃；CA时间为45分钟或者更长，直

拜德纽斯塔德特心血管医院的手术方案
在拜德纽斯塔德特心血管医院，绝大多数患者
CPB动脉插管单纯采用左或者右颈总动脉插管，另

肠温度为28 ℃~30 ℃。而脑灌注始终保持在动脉血温度
为28 ℃，停循环一开始就阻断主动脉弓，当单侧左颈总

外对于急性主动脉夹层有灌注不良或者手术时间长

动脉用于脑灌注时，平均流量为1.2 L/min。应用无名动

的患者，也应用无名动脉或行颈动脉加股动脉Y型双

脉或右颈总动脉灌注时，考虑右上肢也需要血流灌注，

插管 [5]。此双插管技术，偶尔会用于完成远端吻合后

将平均流量控制在1.7 L/min左右。

主动脉弓修复时间长，停循环时间长需要低温灌注

在脑灌注期间，如有必要，Y型动脉插管也可应用

的患者（图2）。插管方式视术前患者CT情况而定。

于双侧脑灌注。在复温时，Y型动脉插管被转换连接

[5,6]

， 简单而言，左侧或

至人工血管，并通过重建体循环灌注从而控制停循环

者右侧颈总动脉在颈部沿着胸锁乳突肌中部另作切

的时间。理想的主动脉弓置换操作技术是：用4分叉血

口，准备用于插管。所有患者肝素化后用8 mm或者

管（InterGard Aortic Arch；InterVascular，La Ciotat，

10 mm 人工血管与颈动脉暴露部分吻合。如另需股

France）与主动脉弓上的每一只血管单独吻合，在急性

动脉插管，则按常规方法进行，两根动脉与动脉泵入

主动脉夹层，如有可能则置换全部受夹层累及的主动

插管技术以往曾描述过

表2 顺行脑灌注的详细情况
数值

变量
单侧ACP（n）

673 (67%)
340

右颈总动脉
右腋动脉

151

左颈总动脉

144

无名动脉

38

双侧ACP（n）

329 (33%)
324

右腋/左颈总动脉

5

无名/左颈总动脉
动脉导管

图2 全弓置换术时停循环下采取单侧脑灌注示意图。在完
成远端吻合（1 ）并阻断主动脉弓及其侧支（cc ）后，通
过主动脉弓的第四个侧支进行插管并建立起下肢的供血
通路（2-4 ）。在依次完成左颈总动脉（LCA ）、左锁骨
下动脉（LSA ）及无名动脉（IA ）的远端吻合后，脑灌注
通路被重新建立。然后，动脉通路通往颈总动脉的部分
被阻断，从而动脉血只能经主动脉弓回流。经过主动脉
近端修补、心脏修补以及心脏循环重建（5 ）等步骤，手
术得以完成。详细的操作要点见文中所述。

ACP流量（L/min）

1.6±0.4

ACP期间的灌注压（mm Hg）*

86±14

ACP灌注液温度（℃）

29±1

单纯ACP时间（min）

36±19

＜30 min（n＝643）

23±5

30~59 min（n＝294）

48±8

复温（n）
通过右腋动脉

477

通过“Y”型动脉通路和主动脉

525

数据以数值（%）或均数±标准差表示。ACP，顺行脑灌注。*通过测量体外循
环的动脉回流插管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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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尽量不使用医用胶 [11]。在拜德纽斯塔德特心血管

表4 手术结果

医院，复温时Y型插管从插管动脉转至主动脉人工血
管。在研究期间，有525例患者在该中心接受手术。
复温方案
在两个医疗中心，复温时，动脉插管与人体中心
的温度差最大为10℃。血液离开氧合器的最高温度为
38.5℃，这样患者体温大约每5~7分钟可升高1℃。重
要的灌注管理资料详见表2。
统计分析

数值

变量
住重症监护室时间（天）

2±16

延长的辅助通气（>7天）

51 (5%)

因出血行二次手术

59 (6%)

需要血液透析的急性肾衰竭

38 (4%)

暂时性神经功能障碍

42 (4%)

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

28 (3%)

卒中/昏迷

25 (2.5%)

截瘫

3 (0.3%)

早期死亡

52 (5%)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或数值（%）表示。

所有围术期的资料均前瞻性采集，研究终点是手
术结果，包括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率、内脏器官

险因素。共分析了22个变量：年龄、手术时间、性别、

衰竭以及早期死亡率。本研究中各种功能异常的定

高血压、冠心病、肺部疾病、既往卒中史、周围血管疾

义如下：短暂性神经功能障碍（temporary neurologic

病、吸烟史、马凡综合征、既往心脏手术史、心源性

dysfunction，TND）为术后可逆的运动障碍、意识

休克、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P

模糊、亢奋、短暂的谵妄。CT无异常发现，出院前

插管位置、单侧或双侧ACP、不同的ACP时间（＜30分

所有症状消失。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perm anent

钟，30~59分钟，60~90分钟）、最低的中心温度、主动

neurologic deﬁcit，PND）为新发的卒中或大脑昏迷

脉瓣保留或置换、半弓或全弓置换、同时行冠状动脉旁

等，永久神经功能障碍。早期死亡为在住院期间死亡

路移植术和急性肾衰竭（acute renal failure，ARF）等。

或出院患者术后30天内死亡。连续性资料以均数±标

所有资料应用Stat View 5.0（SAS Institute，Inc，Cary，

准差表示。
与手术适应证有关的分类变量（如急性A型夹层
与其他适应证）、不同的ACP时间（如小于30分钟，
30~50分钟，60~90分钟）、单侧与双侧ACP插管等数
据间的比较用Fisher's精确检验。比值比（Odds ratio，
OR）以95%可信区间（conﬁdence intervals，CI）表示。
多变量分析（逐步回归）用于分析术前、术中导致神

NC）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本研究将术后肾衰竭定义为：血清肌酐较基线升
高3倍或尿量小于0.3 ml/kg/h持续超过24小时。术后
急性肝衰竭定义为：肝功能快速下降出现黄疸、凝血
障碍（国际标准化比值＞1.5）、转氨酶显著增高，
在无肝病病史的情况下出现肝性脑病。

经系统不良后果以及增加早期死亡和肾衰竭发生率的危
表3 手术数据及操作相关信息
变量

结果
手术结果
318例（32%）患者行全弓置换，684例（68%）

数值

CPB时间（min）

158±56

阻断时间（min）

101±41

单纯ACP时间（min）

36±19

最低中心温度（℃）

30±2

表5 早期死亡原因（n=52，5%）
早期死亡的原因

患者例数

半弓置换

684 (68%)

多脏器功能衰竭

17

全弓置换

318 (32%)

呼吸衰竭

10

主动脉瓣修补

305 (30%)

术前曾行心肺复苏并处于昏迷

8

主动脉瓣人工血管

199 (20%)

低排综合征

7

主动脉瓣置换

106 (11%)

胃肠道出血

4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163 (16%)

卒中

4

其他类型的伴行手术

45 (4%)

动脉瘤破裂

2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或数值（%）表示。CPB，体外循环；ACP，顺行脑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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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 ，心肺复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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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05

P≥0.06

ACP=60~90分钟的
非A型夹层患者

ACP=30~59分钟的
非A型夹层患者

ACP<30分钟的非A型
夹层患者

ACP=60~90分钟的
所有患者

ACP=30~59分钟的
所有患者

ACP<30分钟的所有患者

非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

所有患者

早期死亡率

P ＝0.001

图3 早期死亡被定义为住院期间死亡或出院患者术后30天内死亡。本研究中，早期死亡率为5%（52/1002）。其中，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早期死亡率（8%；29/347）要高于其他疾病类型的患者（4%；23/655；P =0.001）。早期死
亡率随ACP时间延长逐步增加，低于30分钟者为3%（ 21/643），30~59分钟者为8%（23/294），60~90分钟者为11%
（7/62；P ≥0.005）。3组A型夹层患者的数据经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非均匀性分布校正，ACP时间低于30分钟患
者死亡率为20%（131/643），ACP时间30~60分钟患者死亡率为56%（165/294），ACP时间60~90分钟患者死亡率为
79%（49/62）。当将A型夹层的患者剔除时，ACP时间不同的患者早期死亡率无明显差别[分别为3%（17/612），4%
（5/129），0% （0/13）；P ≥0.6]。

半弓置换。平均CPB时间158±56分钟，心脏缺血时
间为101±41分钟。单纯ACP时间为36±19分钟。平

患者（4%，23/655；P =0.001；图3）。
ACP时间

早期死亡率随ACP时间延长逐步增

均最低中心温度为30±2 ℃。其他手术操作相关信息

加，低于30分钟者为3%（21/643），30~59分钟

见表3。因出血再次开胸探查59例（6%；表4）。未

者为8%（23/294），60~90分钟者为11%（7/62；

发生与动脉插管相关的局部或血管并发症。有5例腋

P ≥0.005）。额外分析显示，对急性A型夹层患者进

动脉插管患者出现局部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右腋动脉

行非均匀性分布校正后，三组患者的早期死亡率分

直接插管者无上肢灌注不良或股筋膜室综合征发生。

别为：低于30分钟20%（131/643），30~60分钟56%

颈总动脉插管者无脑高灌注情况发生。

（165/294），60~90分钟79%（49/62）。将A型夹
层患者剔除后，不同ACP时间的患者早期死亡率无

死亡率
早期死亡率为5%（52例）。52例中有8例患者为

明显差别[分别为3%（17/512），4%（5/129），0%
（0/13）；P ≥0.6]。

急性A型夹层，进手术室之前，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单侧与双侧ACP结果比较 单侧ACP与双侧ACP

并曾进行心肺复苏。早期死亡的原因见表5。多变量

患者早期死亡率无显著差异。[分别为5%（37/673）

回归分析显示急性主动脉夹层（OR，3.3；95% CI，
1.7~6.4）和同时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R，2.5；
95% CI，1.5~4.3）是早期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

和5%（15/329）；P =0.64]。
神经系统并发症

A型夹层 有关手术指征的亚组分析显示，A型主

新发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包括PND 28例（占

动脉夹层患者早期死亡率（8%，29/347）高于其他

3%）；TND 42例（4%）。28例PND患者中有25例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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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脑卒中或昏迷，3例（0.3%）出现截瘫。3例截瘫

间不同的3组患者ARF发生率无显著差异[分别是3%

患者均为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P时间范围跨度大

（13/510），4%（4/132）和8%（1/13）；P ≥0.3]。

（分别为24分钟，41分钟，127分钟）。多数TND患

单侧与双侧ACP比较 单侧ACP（4%，28/673）

者表现为短暂的意识丧失（37例），5例有短暂的运

与双侧ACP（3%，10/329）患者术后肾衰竭的发生

动障碍。在短暂运动障碍的患者中，2例为右上肢运

率无显著差异（P =0.48）。

动障碍，其中1例为术中臂丛受压，另1例为医源性胸
肌神经损伤。多变量回归分析显示，既往卒中病史是

讨论

影响术后PND的唯一独立预测因素（OR，2.9；95%
CI，1.6~5.3）。

目前治疗主动脉弓病变的传统方法是远端开放

A型夹层 PND与TND在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中

吻合技术 [12] 。此方法需要在主动脉弓修复过程中中

发生率分别为4%（14/347）和5%（19/347），与其

断脑组织与内脏器官血流供应。在主动脉弓修复期

他患者 [分别为2%（14/655）和4%（23/655）] 相似

间提倡采取不同的措施以保护大脑、脊髓和内脏器

（P ≥0.1）。

官。Griepp团队 [13] 引入的深低温技术，使患者对脑

ACP时间小于30分钟的643例患者

缺血的耐受有了明显的提高，并推动了现代主动脉

中PND的发生率为3%（17/643），TND发生率为

弓手术的发展。在停循环短于30分钟的患者，深低

AC P 时 间

4%（25/643）；ACP时间30~59分钟的297例患者
中PND 的发生率为3%（8/297），TND发生率为
5%（14/297）；在ACP时间60~90分钟的62例患者
中PND 的发生率为5%（3/62），TND发生率为5%
（3/62）(组间比较P ≥0.4)。
单侧与双侧ACP比较 单侧ACP患者PND的发生
率（2%，14/673）较双侧ACP患者（4%，14/329）
有 降 低 的 趋 势 （P = 0 . 0 6 ） 。 单 侧 A C P 组 T N D 发 生
率为4%（30/673），双侧ACP组发生率亦为4%
（12/329），两组无显著差异（P =0.6）。
内脏器官并发症
38例（4%）患者发生需血液透析的肾衰竭。3
例急性主动脉夹层（ACP时间分别为37分钟、51分
钟和112分钟）患者，术后早期出现肝功能衰竭。多
变量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较大（OR，1.7；95% CI，
1.1~2.5）和急性主动脉夹层（OR，2.7；95% CI，
1.4~5）是术后肾衰竭的独立预测因素。

温至今仍被广泛用于脑保护并且效果良好。然而当
超过40分钟时脑卒中发生的风险明显增加 [14] 。CPB
过程所涉及到的降温、复温、凝血功能障碍和器官
功能障碍等情况限制其长时间应用。为了提高安全
性，降低深低温带来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几种
ACP技术。Bache团队 [1] 以及Kazui团队 [2] 是现代ACP
技术的先锋。虽然ACP技术在全球许多医疗中心被
广泛接受，但技术细节及其安全性和局限性尚待明
确。特别是ACP时，躯体中心温度是轻度还是中度
低温仍需要明确，本文所涉及的两个医疗中心已在
临床工作中探索该问题多年。
目前两家医院综合的经验显示，主动脉弓置换
患 者 死 亡 率 为 5 % 。 这 一 数 据 明 显 低 于 此 前 主动 脉
弓修复相关的五项研究 [1,15-18] 所报道的13%（范围：
6%~23%），与近期报道 [19] 的主动脉弓重建时间控
制在45分钟内的住院患者死亡率为3%相近。同既往
Moon和Sundt [20]的报道相似。多变量回归分析显示：

A型夹层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肾衰竭发生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手术死亡率的一个独立预测因素，

率（6%，20/347）较其他患者高（3%，18/655；

与其他患者相比，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早期死亡率

P =0.02）。
AC P 时 间 A R F 发 生 率 随 A C P 时 间 的 延 长 呈
增长趋势。ACP时间低于30分钟的发生率为2%
（15/643），ACP时间为30~59分钟的发生率为6%
（18/297），ACP时间为60~90分钟的发生率为8%
（5/62；P ≥0.006）。额外分析中，将ACP时间不
同的3组患者针对急性A型夹层数据的非均匀性分布
进行校正。如果将急性A型夹层患者剔除，ACP时

明显增高（P =0.001） [20] 。我们进一步注意到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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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患者在ACP时间不同的3个亚组中分布不均，小
于30分钟的占21%（133/643），30~60分钟占56%
（165/297），60~90分钟占79%（49/62），这妨碍
了对灌注策略安全性限制的解读。将主动脉夹层患
者剔除后，其余患者随ACP时间延长早期死亡率无
显著差别（P ≥0.60）。另外在ACP灌注60~90分钟
组仅剩余13例患者，因此无法做出肯定的推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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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包括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死 亡 率 随 选 择 性

有下降的趋势（P =0.06）。单侧ACP患者因弓血管手

ACP时间延长而增加的情况，支持了急性A型主

术操作产生的血栓脱落所致脑血栓的发生率低于双侧

动脉夹层德国登记（German Registry for Acute

ACP。在我们的研究中，不同的ACP时间不影响PND

Aortic Dissection Type A，GERAADA ）工作组

或TND的发生率（P ≥0.4）。我们报道的TND发生率

最近发表的研究结果

[21]

。GERAADA的调查发现，

随主动脉弓重建时间的延长，患者30天死亡率（总

（4%）与Kazui等 [2] 报道的动脉硬化所致主动脉弓动
脉瘤的TND发生率（4%）相似。

体16%）逐渐增加，与灌注和温度管理无关。在

除了围术期死亡率以及充分的脑保护外，在长

GERAADA研究中，术中采取选择性ACP技术的患

时间应用选择性ACP时，远端的器官保护对于行主

者其30天死亡率与PND的发生率（总体11%）与最

动脉弓置换术的患者依然是主要问题。以往曾有报

低中心体温无关。他们的研究样本包含本研究中两

道主动脉弓手术后ARF的发生率为5%~14% [20] 。回

家医院中心温度≥30 ℃的患者。

顾心脏外科手术后肾损伤的资料，发现对ARF的定

我们的研究中PND与TND的发生率较低。PND的

义并未统一。与此前的大部分研究报道一样，我们

发生率为3%，这与以往报道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前

关注的是暂时性肾脏替代治疗的发生率。在最近日

[1,15-18]

，PND的平均

本报道的4707例行各种胸主动脉手术的患者中，需

发生率为8%。3例截瘫患者同样是A型主动脉夹层患

要透析的ARF发生率为7% [24] 。这一报道汇总了多种

者。所有3例患者进入手术室时都应用呼吸机，术前

类型的患者，47%的患者接受了升主动脉置换。本

意识不清。手术细节中，3例患者ACP时间跨度较大

研究中行半弓和全弓置换术的患者术后需要透析的

（分别为24分钟、41分钟和127分钟）。为了将发生

ARF发生率为4%。多变量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和急

致命并发症的风险降至最低，本研究两个中心采取术

性A型主动脉夹层是导致术后出现ARF的独立预测因

前根据患者CT结果来预估主动脉重建所需的时间，并

素。虽然经深入检索，但未找到有关主动脉弓手术

根据预估时间来决定停循环时的温度（具体为：重建

后肝脏结局的数据。本研究中仅3例患者出现术后肝

时间15分钟，体循环温度32 ℃~34 ℃；重建时间30分

功能衰竭。我们推测肝损害不应成为限制灌注方式

钟，体循环温度30 ℃~32 ℃；重建时间≥45分钟，体

和体温管理的因素。

述主动脉弓修复相关五项研究中

循环温度28 ℃）。在猪的动物试验中，Etz等 [22]发现

结论

在28 ℃下，脑灌注及体循环停止时间超过90分钟，
则可能会发生截瘫，如果超过120分钟，实验动物必
然会发生截瘫。从这些研究数据可推知，通常情况

对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不均匀分布进行校正

下截瘫的发生率可能比我们报道的（0.3%）要高。

后，早期死亡率和需要短暂透析治疗与选择性ACP

然而动物实验中的ACP细节处理与我们的研究有一

时间超过90分钟无关。本组患者神经系统并发症的

些差别，包括试验中仅维持灌注压在50 mm Hg，低

发生情况与单纯ACP时间无关。尽管随着单纯ACP时

于我们使用的灌注压（86±14 mm Hg）。我们相信

间的延长，患者（包括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死

28℃~30℃ACP灌注液以及高灌注压，可保证脑和脊

亡率和ARF发生率逐渐增加，高危亚组（包括截瘫发

髓的灌注。术中可看到有大量的血从降主动脉回流出

生率仅0.3%）患者的结果优于以往文献的报道。单

来，需连续吸引才能保证手术视野无血便是一个良

侧ACP在大脑和内脏器官的保护上至少与双侧ACP相

好的佐证。应用分叉的主动脉插管或人工血管，如

当，并且在避免外科操作引起弓血管血栓脱落所致栓

Kouchoukos和Masetti

[23]

使用过的血管，可保证动脉吻

塞方面优于双侧ACP。因此外科手术应用选择性ACP

合完成后逐步恢复灌注（图2）。这一再灌注恢复非

技术时，使用温度适宜的灌注液以及保持患者体温

常重要，可改善机体灌注，缩短单纯ACP时间，特别

在30 ℃左右（如本研究中的描述），应该是相当安

是对复杂的主动脉病变尤其重要。然而在我们的实践

全、明确、可重复的，可减少CPB时间，并能避免低

中，由于没有单纯ACP时间超过40分钟的患者，我们

温相关的副作用。由于ACP 时间超过60分钟的患者

没有常规应用再灌注恢复技术。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

例数较少，基于已有数据无法对该方法的安全性限制

是，采取单侧ACP的患者术后PND发生率较双侧ACP

做出明确的推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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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Dr Nicholas T. Kouchoukos (St Louis, Mo ) ：本
研究来自Zierer等在两个独立医疗机构在28 ℃~30 ℃
选择性顺行灌注进行脑保护的情况下行主动脉弓置换
的经验。因顺行灌注方法不同，因而是不完全相同的
研究。在法兰克福，研究的早期与晚期应用通过右侧
腋动脉行单侧脑灌注，研究中期应用左颈总动脉用于
脑灌注。在拜德纽斯塔德特，多数患者通过左或者右
颈总动脉进行脑灌注。这两个机构在其他方面也有一
些非本质性的差别：法兰克福的灌注温度是28 ℃，
拜德纽斯塔德特的灌注温度是30 ℃，中心温度两者
略有差异，脑部灌注流量也略有不同，这些不同条件
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汇总。
本研究结果令人较满意，如早期死亡率、卒中、
截瘫、肾衰竭以及二次手术的发生率都很低，所以支
持中低温顺行灌注，同时中心（躯体）温度保持在适
当的水平。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其灌注方法在治疗急性主动
脉夹层脑灌注时间延长的患者时是否有效，而目前该
方面的资料很少。虽然作者声称他们的治疗策略是行
之有效的，甚至对脑灌注90分钟以上的患者也是有效
的，但患者早期死亡率为14%，且肾衰竭的发生率在
急性主动脉夹层和脑灌注超过60分钟的患者中明显增
高，这两项严重的并发症在急性主动脉夹层和脑灌注
时间为30~59分钟的患者中也较高。我有三个问题，
您们可分别回答：
您们提到在这两个研究中心都是根据预估主动脉
弓重建的时间来选择停循环时的温度，您们是否希望
将脑灌注和体温水平进一步降低，以减少高危人群的
术后并发症？也就是说您们是否相信如果温度更低，
结果会有差异？
Dr Ziere：非常感谢Kouchoukos医师对我们文章
的详细评论并提出有趣的问题。您说的很对，ACP时
间长的患者数量很少这一点妨碍了对相关数据的解
释，然而我们以往曾介绍过，在远端吻合完成后可以
通过另外的途径如用软管在人工血管上插管或人工血
管的一个侧支进行灌注。
您提到的有关急性A型夹层患者的结果，我对此
38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 November 2012

发表点个人看法。我读过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德国登

Dr Zierer：谢谢，这是个非常棒的问题，实际

记工作组在Circulation 杂志上的报道，那篇报道中有

上我们没有比较半弓与全弓置换的情况。其差别可体

1600例患者，有各种不同的手术保护策略，其总体死

现在动脉修复时间上。另外在有关神经系统并发症方

亡率为16%。另外，在我们的研究中，ACP时间长的

面，灌注低于30分钟以及30~60分钟的患者之间的发

患者80%为急性A型夹层，其总死亡率为11%。正如

生率无差别。

您所说，急性A型夹层患者的死亡率为15%，我们仍
认为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很显然，如果想比较半弓置换与全弓置换，会
在很多方面有不同，因此我们对非夹层的动脉瘤行

因此我们建议采取逐渐恢复灌注，而不是进一

半弓置换的患者，降温至30 ℃~32 ℃，而急性A型

步降低患者的温度，当然降温幅度是根据预估主动

夹层的患者降温至少是28 ℃，但ACP灌注的温度是

脉弓修复时间而决定的，对于A型夹层我们至少降温

28 ℃~30 ℃，我们认为这样可以保持脑血管自动调

至28 ℃。

节功能，改善对侧大脑供血。

Dr. Kouchoukos：您们有没有发现，仅采取左颈

Dr Behzad Soleimani (Hershey, Pa )：非常感谢您

总动脉灌注与采取右颈总动脉、右腋动脉灌注者之间

清晰的表达，我有一个问题，您们提到既往卒中或其

的差别？后者可灌注右椎动脉和右颈总动脉。您们有

他神经系统事件病史是术后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的预

没有考虑过单侧灌注所存在的高灌注这一可能性？

测因素。您们是否发现既往神经系统事件病史对于单

Dr.Zierer：实际上关于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

侧灌注与双侧灌注，哪一个方法更具有预测性？就是

率，插管灌注位置对结果没有差别，在拜德纽斯塔德

说您们现有的资料是否支持如果患者术前曾有卒中，

特所有患者均为左颈总动脉插管，我回顾过资料并与

那手术中是做单侧灌注还是双侧灌注，在卒中的对侧

Urbanski医师讨论过，没有发生过高灌注的问题。

做灌注吗？

Dr Kouchoukos：您们观察到单侧灌注与双侧灌

Dr Zierer：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要承认我

注患者相比，其永久性神经系统损伤的发生率较低，

们对这一方面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不过这是一个好

至少在文章中是这么描述的。假定没有其他不良效

的想法，我们现在对此没有答案。

果，您们会放弃双侧灌注吗？

Dr Friedhelm Beyersdorf (Freiberg, Germany )：

Dr Zierer：实际上大多数采取双侧灌注的患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我有一个关于近红外光谱仪

是我们法兰克福中心的患者，最初我们是从单侧灌注

测量的问题，您们有没有单侧和双侧灌注脑内氧含量

开始，后来转向了双侧灌注，然而最近我们回顾了资

相关性的资料？

料，认为双侧灌注存在外科操作引起弓部血管血栓脱
落所致栓塞的危险，我们更倾向采取单侧ACP灌注。
Dr Kouchoukos：谢谢，这是一篇很好的针对重
要问题的报道。

第二个问题，如果您们把探测电极置于患者后
背，应用这样的方法测量，有没有脊髓中氧含量
资料？
Dr Zierer：实际上我们没有测量脊髓中的氧含

Dr Zierer：非常感谢。

量。至于脑的氧含量，在使用单侧ACP技术时，我们

Dr Edward P.Chen (Atlanta, Ga )：我对您们的研究

很难见到对侧大脑半球的氧含量变化。仅有一例患者

很感兴趣，并且祝贺您们所取得的卓越结果。自2004

在行右颈总动脉灌注时出现左侧大脑半球氧含量的减

年起，我们在埃默里（Emory）也应用过非常相似的循

低，同时该患者存在椎动脉闭塞且左颈动脉狭窄，这

环管理和脑保护策略，我们的800个患者中，永久性和

例患者是我们唯一根据近红外探测结果，将单侧ACP

短暂性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与您的结果相似。

转为双侧ACP的例子。

我想问的是，对于半弓置换与全弓置换，您们在

依我们的观点，测量对侧桡动脉血压与用近红

手术管理方面有无不同？另外您们降低的温度是多

外光谱仪测量氧饱和度同样重要，如果血压能保持

少？在体循环温度是多少时，您们进行停循环脑灌

在40~60 mm Hg，对侧脑半球的氧饱和度下降不低

注？如果您们比较半弓和全弓置换患者神经系统事件

于初始值的70%，那也可能意味着患者会有一个较

的发生情况，其结果是怎么样的？

好的预后。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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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展及基础科学

胸腔镜联合经皮途径分期杂交消融治疗永久性心房颤动：持续
监测 30 个月的评估结果

目的：最近治疗孤立性心房颤动（atrial ﬁbrillation，AF）的电生理学与外科治疗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对于永久性
（long-standing persistent，LSP）AF 患者而言其治疗结果并不理想，这也对上述治疗方法的远期疗效提出了挑战。
方法：本研究前瞻性纳入 36 例孤立性 AF 患者（其中 LSP-AF 28 例，持续性 AF 8 例），对其进行经胸腔镜消融，30 天后
进行电生理评价。患者平均左心房内径 50.3±5.5 mm，心房颤动平均持续时间 72.8 个月（7~240 个月）。胸腔镜手术操作通
过一个可吸附的温控射频消融装置经右单侧入路进行盒状消融线消融。手术末植入心律监测装置进行连续性监测。
结果：胸腔镜消融手术全部取得成功，未出现死亡或并发症，也均未行重症监护。患者在术中传出与传入阻滞率分别达到
的患者有传出、
传入阻滞，
而 16.7%
（6/36 例）
100% 与 88.8%
（32/36 例）
。
在手术后 33±2 天，
电生理检查结果证实 83.3%
（30/36 例）
的患者出现肺静脉通路重新连接。
61.1%
（22/36 例）
的患者进行了附加的导管消融。
平均随访 30 个月
（1~58 个月）
，
91.6%
（33/36
例）的患者为窦性心律，其中 77.7%（28/36 例）的患者不再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88.8%（32/36 例）的患者无需服用华法林。
长期心房扑动的发生率为 0%。
（J Thorac
结论：对永久性心房颤动患者经外科胸腔镜行盒状线消融联合经皮导管消融可取得长期良好的临床疗效。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460-5）

过去十年随着技术和科技的进步，外科手术与经

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仅靠 PV 隔离不足以有效地

皮导管射频消融成为治疗心房颤动（atrial ﬁbrillation，

治疗 AF，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人群：外科手术

AF）的有效手段。从外科治疗的观点讲，虽然采用

本身可广泛有效地分离肺静脉与左心房，而电生理途

了多种微创手术方式，但是这些微创手术与传统的

径可进行精确的附加消融以达到长期持久的治疗效果，

Cox 迷宫手术相比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1-4]。

即便是对 LSP-AF[7]。

电 生 理 医 师 自 最 初 对 肺 静 脉（pulmonary vein, PV）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联合微创外科消融与导管

局灶激发点进行消融后，心房颤动消融技术取得了巨

消融，使这两种方法相互取长补短，对患者进行连续的、

大的进展。但是与外科治疗相比，经皮导管消融的

分期的杂交治疗。

成功率较低并需要多次治疗，特别是持续性心房颤动
（persistent AF，P-AF）和永久性心房颤动（long-standing

方法

persistent AF，LSP-AF）的患者 [5,6]。
研究对象
自 2006 年 11 月至 2011 年 9 月，前瞻性连续纳入
36 例 患 者， 包 括 8 例（22%）P-AF，28 例（77.8%）
LSP-AF。根据心脏心律学会（Heart Rhythm Society，
HRS）的推荐 [8]，孤立性心房颤动消融的标准为 P-AF/
LSP-AF 患者且至少发生过 1 次抗心律失常药物（I 类
或 III 类）无效的情况，而且无其他伴随的心脏疾病。
排除标准为有心脏外科手术史，曾行导管治疗 AF 以及
左心房前后径大于 60 mm。患者特征详见表 1；特别是，
本组患者平均左心房前后径为 50.3±5.5 mm，平均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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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生理评估以证实在盒状消融线存在传入和（或）传
缩写及缩略词
= 心房颤动
= 电生理医师
= 心脏心律学会
= 永久性心房颤动
= 持续性心房颤动
= 肺静脉

出阻滞 [8]。在最初的肺静脉隔离后，需监测肺静脉恢
复传导 20 分钟。本研究要求至少通过盒状消融带达到
单向阻滞；假如未能达到这一研究终点，则进行再次
消融直至实现传入和（或）传出阻滞。
本研究的全部患者均采用上述手术方案。在冠状
窦水平放置一个与电生理工作站相连接的 6F decapolar
电 极 心 内 膜 导 管（P-Supra CS；Biosense Webster，

持续时间 72.8 个月（7~240 个月）。

Diamond Bar，Calif）。 之 后 经 导 管 置 入 一 个 四 极 电

根据研究方案，患者行经内镜心外膜手术消融的

生 理 导 管（Avail，Josephson Curve，type A；Biosense

同时，评估术中消融效果。在术后第 30~45 天，通过

Webster），并延心外膜进入盒状消融带（在右肺静脉

连续、分期的方式进行电生理评估以及必要的修正。
本 研 究 方 案 得 到 布 雷 西 亚 医 科 大 学（University

和左心房顶水平），并且也与电生理工作站连接。如
图 1A、2A 所示。当冠状窦内的导管感知（传出阻滞）时，

of Brescia Medical School） 伦 理 委 员 会（Institutional

在盒状消融带内的导管被用作起搏探针，或反之（传入

Review Board and Ethical Committee） 的 批 准（No.

阻滞）亦然。在任何情况下，最大起搏输出为 20 mA。

NP1076）。

在外科手术结束时，对所有患者均植入折返环记录
仪（Reveal XT, Medtronic，Inc，Minneapolis，Minn）。

第一步：外科治疗
所有患者经常规术前评估，包括三维计算机断层

术后管理

扫描重建，以制定详细的术前治疗方案，特别是明确

手术后药物治疗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肺静脉的解剖类型与变异情况。

抗心律失常药物

外科消融采用全腔镜、右单侧入路途径，对肺静
脉起始部行连续性环状消融，对左心房后壁整体消融
[9]

术后至少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胺碘酮 3 个月（如存在服用胺碘酮禁忌证则可服用索
他洛尔）。

（盒状消融带） 。特别是，心包切开时应距离膈神经

抗凝药物 术后需接受 3 个月的抗凝药物维持治

2.5~3 cm 以最大程度避免术后膈神经麻痹造成的右侧

疗。如能维持稳定的窦性心律，并经超声心动图检查

膈肌抬高。众所周知，所有的患者需在射频前大范围

提示左心房内无血流淤滞或血栓形成，可用阿司匹林

切除心外膜脂肪组织，特别是 Waterston 沟和左心房顶

取代抗凝药物。

水平的心外膜脂肪组织。事实上，这项技术不仅可去

此外，考虑到射频消融后造成的炎性反应 [10]，在

除神经节，而且有利于射频电极在心房组织的贴附与

一期手术治疗后 1 周内给予所有患者每日平均剂量为

射频能量的释放。这种温控的单极射频消融装置具有

25 mg 的泼尼松，在第二周减量至 12.5 mg，第三周减

负压吸附和内部冷却功能（Cobra Adhere XL；Estech，

至 6.25 mg 至停药。

San Ramon，Calif）。Cobra Adhere XL 消融电极具有

外 科 消 融 3 个 月 后 进 行 心 律 结 果 分 析。 利 用

CE mark 和美国试验性免检资格（2012 年 4 月）。此

Reveal XT 分析评价 1 个月的心律结果以排除 AF 复

装置的最大功率上限为 150 瓦特，温度上限为 80℃。

发和其他相关心律失常。与既往报道一致 [11,12]，稳定

吸附电极心外膜负压值大约为 500 mm Hg，射频能量

的窦性心律是指 AF 发作不超过 5 分钟且 1 个月中 AF

释放时间为 120 秒。必须激活 Cobra Adhere XL 的所有

发作时间不超过 0.5%。患者可通过 CareLink Network

电极（10 段，5 个近端和 5 个远端）以实现连续性盒

（Medtronic，Inc）获取数据，该网络可以使患者在不

状消融带。依次激活近端电极（横窦下到左心耳水平）

来门诊的情况下，可通过在线储存和检索数据。

和远端电极（斜窦水平）。在心外膜面需要进行多次
消融（每个近端与远端都至少两次）以达到有效的隔离，
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 Waterston 沟要进行广泛的
重叠以确保“闭合”盒状消融线。
完成外科消融后，根据 HRS 的推荐，按照常规的

第二步：电生理评估
本 研 究 要 求 所 有 患 者 在 外 科 手 术 后 30~45 天 进
行阶段性的导管检查以评估传导阻滞的持久性，如果
病情则需要再次进行经导管的射频消融。同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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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术前特征

房部分电位标测。最后，电生理评估期间，38.8% 的

年龄，岁（均值 ±SD）
女性患者数（%）
糖尿病患者数（%）
高血压患者数（%）
AADs 无效患者数
AF 类型
持续性（%）
永久性（%）
AF 持续时间，月（均值和范围）
LA 范围，mm（均值 ±SD）
LVEF，%（均值 ±SD）

62.3±10
19（52.7%）
7（19.4%）
15（41.6%）
1.9±0.4
8（22.2%）
28（77.8%）
72.8（7~240）
50.3±5.5
52.5±3.3

AADs ，抗心律失常药物；AF，心房颤动；LA ，左心房；SD ，标准差；LVEF，左

肺静脉内消融患者，即便已存在广泛的盒状消融线（存
在传导阻滞），也进行再次的肺静脉窦消融，旨在形
成另外的“屏障”，以防止之后可能发生的潜在的肺
静脉异常通路。
在只对盒状消融线评估的病例中（经间隔穿刺和
消融线测试），平均操作时间为 18±2 分钟，再次消
融的时间为 25±4 分钟。
因为所有病例都无可诱导的非典型左侧扑动，因
此未做连接至二尖瓣环的消融线。

心室射血分数。

中期随访
方案规定任何盒状消融线之间的间隙都要在第二步治

患者的平均随访时间为 30 个月（范围：1~58 个

疗中通过导管心内膜消融将之闭合。对所有病例通过

月； 中 位 时 间 为 28 个 月）， 每 月 通 过 Reveal XT 和

Cartomerge（Biosense Webster）系统进行电生理解剖

CareLink Network 监测心律一次。值得注意的是，其

重建。此外应用心房短阵快速起搏测试 AF 与心房扑

中 1 例患者在术后只随访了 1 个月，本组的其他患者至
少随访 8 个月。稳定的窦性心律标准为 AF 发作不超过

动的不可诱导性。

5 分钟和 1 个月的心房颤动发作时间不超过 0.5% [11,12]；

结果

91.6%（28/36 例） 的 患 者 可 达 到 稳 定 的 窦 性 心 律，
77.7%（28/36 例）的患者可不再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第一步：外科手术治疗
在密闭的胸腔环境中对所有患者进行外科消融手
术并顺利完成，且未出现任何术中并发症。平均消融

88.8%（32/36 例）的患者（经超声心动图评估无心房
内血液淤滞或血栓形成）可不再服用抗凝药物。长期
左心房扑动的发生率为 0%。

时间为 31±7 分钟，平均手术时间为 80±7 分钟。消
融具体实施细节如本文的方法部分所述。同时，所有

讨论

患者都被证实存在单向阻滞：术中传出阻滞率可达到
100%，传入阻滞率可达 88.8%（32/36 例）。

P-AF 的治疗面临诸多挑战，研究证实，外科与

所有患者均不需要重症监护治疗，术后住院期间

经皮导管治疗均存在一定缺陷。从外科角度讲，Cox

（平均 4±1.8 天）未发生并发症。特别是晚期冠状动

迷宫手术虽然有较高的成功率，但由于创伤大其应用

脉不良事件（尤其是回旋支）或右侧膈肌抬高的发生

受到了限制。经皮导管治疗虽然创伤较小，但是多次

率为 0%。住院死亡率为 0%。

消融后长期随访结果显示其疗效并不理想，特别是对
LSP-AF[5]。

第二步：电生理评价
在手术后 33±2 天对所有患者进行电生理评价：
双向阻滞率（传入传出阻滞）可达到 83.3%（30/36 例）。

将外科手术与经皮导管技术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杂
交治疗就是为了扬长避短，克服彼此的缺陷，改善最
终的治疗效果。

16.7%（6/36 例）的患者 PV 恢复传导，再次进行经皮

该杂交治疗技术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期完
[7,13-15]

途径的射频消融。如上所述，应用心房短阵快速起搏

成

评价心房颤动与心房扑动的不可诱导性。

是可以分离大部分肺静脉以及左心房后壁，这样不仅

。我们采取分期完成，先进行手术治疗的原因

共有 61.1% 的患者（22/36 例）再次行导管消融。

能去除位于肺静脉的潜在激动灶，还可以去除大折返

除了盒状消融带之间的间隙（6/36 例，16.7%）外，

环和碎裂电位。从电生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外科消融

58.3%（21/36 例）的患者再次消融主要位于三尖瓣峡

有显著优势，因为最近的 HRS 也建议射频消融左心房

部（因患者存在可诱导的心房扑动或存在典型的心房

后壁时可减少能量输出以降低食管损伤的潜在风险。

扑动病史），16.7%（6/36 例）的患者进行了复杂的心

因此，这说明经皮导管消融有明显的、可影响疗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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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出阻滞

盒状消融带
四极探针：
起搏

左心房

RA
侧壁

冠状动脉窦探针
测量的冠状动脉
窦的传出阻滞

图 1 A 图为一个通过盒状消融带起搏和冠状窦水平感应的方式检测的传出阻滞的原理图。B，肺静脉（箭头线 ）和心
内膜（箭头尖 ）表面的起搏刺激之间没有相关性。SVC ，上腔静脉；IVC ，下腔静脉；RSPV ，右上肺静脉；LSPV ，左
上肺静脉；RA ，右心房。

局限性。这可通过外科盒状消融线来降低危险性。

外科盒状消融线轻松克服。

此外，从外科的角度讲，如果需要则很容易做腔

对于外科医师来讲，与电生理学家的相互协作是

静脉间的附加消融线（从上腔静脉到下腔静脉），特

非常重要的，因为通过电生理技术可准确地评估外科

别是，外科手术可以完全避免损伤膈神经而造成膈神

消融的疗效终点。根据我们的经验，心外膜单极射频

经麻痹。而在经导管消融治疗中，大约 6% 的患者出

消融的效果虽然得到了不断改善，但是达到有效的传

现膈神经损伤

[16]

。

如本文的方法部分所述，不论是从外科角度还是

导阻滞时对外科手术的效果来说还存在质疑。然而，
术中的电生理评估可实现精准的射频能量的释放直至

从电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对肺静脉的解剖评估显得尤

出现传入和（或）传出阻滞，这同 HRS 的建议一样 [8]。

为重要。在手术治疗前，必须排除所有相关的肺静脉

如本文报道，我们的治疗方法在 88.8% 的患者中实现

解剖变异，因为可能在打开心包斜窦时损伤变异的右

了双向阻滞，在 100% 的患者中实现了传出阻滞。

下肺静脉。此外，从电生理学家的角度来讲，共同肺

各学科间的相互合作同样对电生理治疗有益。本

静脉开口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通过

项研究的目的虽不是比较这项杂交技术与其他治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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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阻滞

盒状消融带
四极探针：
测量传入
阻滞
左心房

RA
侧壁

冠状动脉窦的冠状
动脉窦探针：起搏

图 2 A 图为冠状窦水平起搏和盒状消融带感应方式检测的传入阻滞的简单原理图。B，尽管在盒状消融带（圆圈 ）
中未记录到电位，但在局部仍捕获（箭头尖 ）到冠状窦（箭头线 ）水平的起搏。SVC ，上腔静脉；IVC ，下腔静脉；
RSPV ，右上肺静脉；LSPV ，左上肺静脉；RA ，右心房。

术（比如单纯经皮导管消融）的疗效，但是这项杂交

重要的意义。首先，延迟电生理评估可以使消融带有

技术在减少患者放射线摄入以及总体治疗时间方面也

时间进一步“成熟”（通常发生在数周后），以防止

有潜在优势。

诱导早期心律失常造成的假阳性结果 [17]。其次，可将

通过结扎或切除方式对左心耳进行处理是外科迷

假阴性结果减至最低，因为早期的双向阻滞可能是暂

宫手术的重要基石，而且此项操作可降低晚期血栓形

时的，并不能维持到外科手术后 1 个月。以我们的研

成事件的发生率。迄今为止，仍不能实现经右单侧

究结果为例，在后期的电生理评价中，2 例患者出现单

入路安全有效地处理左心耳，因此我们对左心耳未

向阻滞，而不是术时的双向阻滞。此外，根据电生理

做任何处理。很显然，这可能是由于我们通过植入

检查结果有可能需要行附加的心内膜消融（详见结果

的折返环监测器对患者心律进行持续监测，因此对于

描述），这样在 30 个月的随访周期就可达到最佳的治

CHAD2-VASC2 评分较低的患者以及已拥有稳定窦性

疗效果。

心律的患者可安全停用抗凝药物。
我们的经验提示外科术后延迟性的电生理评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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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植入的折返环记录器可实现对心律的持续
监测，避免 Holter 心电图监测或经电话传送监护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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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潜在偏倚和缺陷。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约 40%）不需要在第二
期电生理评估中进行附加的治疗，因此这部分患者本
不应在外科手术后进行电生理评估。虽然如此，因为
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持，我们对所有的患者，不论
是怎样的心律结局（通过植入的折返环记录仪），均
进行了第二期的电生理评估。事实上，在我们最初实
施这种杂交治疗时，电生理评估可对外科消融方法的
疗效进行评价。我们认为，随着今后临床数据的积累，
我们的研究方案可能进行适当调整，特别是在外科消
融后出现稳定的窦性心律的患者，因为这部分患者不
需要再进行额外的电生理评价与治疗。
本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纳入的患者数
量有限。因此，今后对这项杂交治疗技术进行大样本、
长期随访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尽管如此，本研究仍
证明该技术是治疗 P-AF 和 LSP-AF 的一种新型、安全
有效的治疗策略。

参考文献
讨论
Dr Charles R. Bridges（Charlotte, NC ）：我有两个
问题。您能详细描述下如何记录 30 个月期间和每一个
时间点的窦性心律？您使用何种方式记录？如您所知，
比如心电图，肯定会漏掉很大一部分存在阵发性心房
颤动的患者。
Dr Muneretto：感谢您的问题。如本文图中所示，
所有的患者均通过一个折返环记录仪进行连续监测。
我们在随访的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9 个月、12 个
月及以后每 3 个月分析所记录的心律。我认为我们的
结果是可以用于分析评估的，因为目前文献中报道的
大部分评估复发的方法为普通心电图或 Holter 监测，
显而易见应用连续性的监测系统要远比上述方法的特
异性强。
（梁宏亮 译 易定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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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综述（摘要）

心力衰竭的心室限制疗法：
历史回顾、技术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Ventricular restraint therapy for heart failure:
A review, summary of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directions
Michael H. Kwon, Marisa Cevasco, Jan D. Schmitto, Frederick Y. Chen

袁昕 译 王巍 校

充血性心力衰竭是发达国家人口主要死因之一，预计其发病率将随着老龄化进程同步增长。目前使用的大多
数治疗策略仅能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并不能显著提高远期生存率。事实上，除心脏移植之外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但由于供体来源受限，心脏移植手术并不能显著改善当前心力衰竭的流行病学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心力衰竭治
疗策略。心室限制术是一种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非移植性外科治疗。该技术采用人造假体材料包裹扩张、衰竭的
心室，从而机械性限制心室舒张末期容积，防止心室进一步重构，从而最终实现改善心功能、缓解患者症状、提高
生存率的目的。本综述将对心室限制术的治疗原则进行讨论。同时将介绍三种心室限制设备，并对各自优、缺点进
行比较。此外还将总结现有相关动物和人体试验的同行评审文献，并着重讨论心室限制术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
利用这些知识进一步优化治疗策略、提高治疗效果。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778-86)

胸外科手术（摘要）

手术切除联合胸腔内温热灌注化疗治疗伴有胸膜扩散的恶性胸腺
上皮型疾病患者：一项单中心经验
Resection and heated pleural chemoperfusion in patients with thymic epithelial
malignant disease and pleural spread: A single-institution experience
Alon Yellin, David A. Simansky, Ronny Ben-Avi, Marina Perelman, Nona Zeitlin,
Yael Refaely, Alon Ben-Nun

王猛 译 张逊 校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手术切除和胸腔内温热灌注化疗（heated pleural chemoperfusion，HPCP）是否可有效治
疗新发IVa期胸腺瘤（de novo stage IVa thymoma，DNT）和胸腺癌（thymic carcinoma，TC）以及伴有胸膜复
发的胸腺瘤（thymoma with pleural relapse，TPR）。
方法：对在单中心接受手术切除和HPCP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使用标准的滚压泵和改良的热交换器，用顺铂
±多柔比星（阿霉素）进行60分钟的HPCP，最高胸腔内温度为43℃。随访包括至少每年1次的计算机断层扫描，直
至患者死亡或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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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35例患者中，DNT 17例、 TPR 14 例、 TC 4例，完成了42次预期治疗，随访时间为4个月至202个月（中位随
访62个月）。其中7例患者接受再次HPCP，时间间隔为2至12年不等。没有全身毒性反应。90天死亡率为2.5％。主要
和次要并发症发生率各为12％。DNT、TPR和TC患者的5年、10年 和15年生存率分别为81％、73％、58％（DNT），
67％、56％、28％（TPR）和0％、0％、0％（TC）。DNT和TPR患者的5年、10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1％、43％和
48％、18％。目前，17 例DNT患者中有11例存活（6例患者无疾病征兆），14例 TPR患者中有8例存活（6例患者无疾
病征兆）。胸腺瘤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57个月。总体生存率与术前或术中的任何变量无关。R0与R1-2切除术相
比，显著改善患者无进展生存率（P <0.001）。接受手术的37例胸腺瘤患者中有21例（57％）达到局部控制，这只与
切除的完整性有关（P =0.015）。
结论：①保留肺的手术切除和HPCP是安全、可行的。②对伴有胸膜扩散的胸腺瘤，该治疗方法尽管在胸膜控制
方面效果一般，但提供了极佳的生存。③IVa期TC患者的初步结果令人失望。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83-7)

获得性心血管病（摘要）

开胸手术与腔内修复术治疗胸腹主动脉瘤的全国趋势
以及区域/医院间的差异
Nationwide trends and regional/hospital variations in open versus endovascular
repair of thoraco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s
Joshua M. Liao, Faisal G. Bakaeen, Lorraine D. Cornwell, Kiki Simpson, Scott A. LeMaire,
Joseph S. Coselli, Danny Chu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目的：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已经广泛应用于治疗胸腹主动脉瘤
（thoraco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TAAA）。我们利用数据库资料分析TEVAR技术与开胸胸主动脉修复术
（open thoracic aortic repair，OTAR）治疗TAAA的全国趋势及不同区域/医院间的差异。
方法：自2005年至2008年在国家住院样本数据库中，我们筛选所有诊断为TAAA并接受TEVAR或OTAR治疗的患
者，将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不同床位数医院之间接受这两张治疗方式患者的比例进行比较。
结果：在研究期间，接受OTAR治疗的患者比例相对稳定（2005年7.5/100患者至2008年10.1/100患者；P =0.26）；
而接受TEVAR治疗的患者比例上升很快（2005年1.4/100患者，至2008年6.3/100患者；P <0.0001）。2008年时，接
受TEVAR治疗和OTAR治疗的患者中分别有29%（211例）和11%（130例）位于美国西部地区（P =0.03）。另外，接
受TEVAR治疗和OTAR治疗的患者中分别有13%（95例）和3%（35例）是在较小的医院接受治疗（P <0.0001）。
结论：研究期间，应用TEVAR治疗TAAA的比例显著增加，而应用OTAR治疗的患者比例保持相对稳定。我们的
研究结果显示：更多的患者因不适于手术或无传统OTAR手术适应证而接受TEVAR治疗，这一现象在OTAR开展
较少的地区或医院更常见。尽管TAAA患者病情复杂，本研究结果明显提示：现阶段为了患者生命安全，应提高对
患者健康情况的监测。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612-6)

47

主动脉弓手术策略对DeBakey I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影响：
德国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登记分析
Influence of operative strategy for the aortic arch in DeBakey type I aortic dissection: Analysis of the German Registry for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Type A
Jerry Easo, Ernst Weigang, Philipp P.F. Hölzl, Michael Horst, Isabell Hoffmann,
Maria Blettner, Otto E. Dapunt, GERAADA study group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目的：对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病变进行包括全弓置换在内的广泛处理，因消除了残余假腔，有助于改善长期愈
后。我们的目的是分析德国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登记（GER A A DA）资料中，手术策略对DeBakey I型主动脉夹
层患者术后结果的影响。
方法：GERAADA中共鉴别出658例DeBakey I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仅限升主动脉病变）。A组患者接受升主动脉+
半弓置换，B组患者接受包括全弓置换或常规/冰冻象鼻支架的综合治疗。
结果：A组518例患者，B组140例患者接受治疗。术后30天总死亡率20.2%（133例）；A组死亡率18.7%（97例），稍低
于B组25.7%（36例），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 =0.067）。两组间新发的神经功能障碍发生率（A组13.6% vs.
B组12.5%，P =0.78）以及新发的灌注不良（A组8.4% vs. B组10.7%，P =0.53）均无显著差异。
结论：对GERAADA资料的分析结果显示，更积极地主动脉弓治疗并不增加围术期风险，即使对于新发的急性A型
主动脉夹层患者。需要对长期随访资料进行分析，以确定不同组别患者的理想手术方案。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617-23)

分步进行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微创瓣膜手术：
杂交手术方案治疗瓣膜病伴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结果
Staged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and minimally invasive valve surgery:
Results of a hybrid approach to concomitant coronary and valvular disease
Orlando Santana, Michael Funk, Carlos Zamora, Esteban Escolar, Gervasio A. Lamas, Joseph Lamelas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目的：我们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联合微创瓣膜手术的杂交手术方
案与与胸正中切口同时行瓣膜手术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进行了比较。
方法：回顾了65例冠状动脉疾病伴需手术治疗的瓣膜病患者，这些患者在择期PCI之后60天内行微创瓣膜手术。将
上述患者与52例经传统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瓣膜手术患者（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杂交治疗组无1例院内死亡，对照组2例（3.8%）患者死亡（P =0.11）。死亡、肾衰竭、卒中的发生率在杂交组
为1.5%（1例），传统手术组28.8%（15例）。PCI与手术之间的中位间隔时间为24天（四分位间距，2.5~37天）。手术
时23例杂交组患者同时服用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18例仅服用氯吡格雷，4例仅服用阿司匹林，22例术前5天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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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小板药物。杂交治疗组患者重症监护室停留时间以及总住院时间（杂交手术组包括行PCI治疗时的住院时间）
均小于传统手术组（P =0.001）。杂交手术组患者平均用血量为1.6±1.6单位/患者，传统手术组为1.9±2.4单位/患者
（P =0.35）。杂交组无术后出血再次手术者，传统手术组有2例3.8%（P =0.43）。
结论：分步行PCI+微创瓣膜手术可能提供一种替代目前同时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瓣膜手术的治疗方法。这一方
法还需进一步尝试。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634-9)

Ross手术后自体肺动脉瓣与同种肺动脉瓣再次手术：
德国荷兰Ross手术登记的更新结果
Reoperations on the pulmonary autograft and pulmonary homograft
after the Ross procedure:
An update on the German Dutch Ross Registry
Efstratios I. Charitos, Johanna J.M. Takkenberg, Thorsten Hanke, Armin Gorski, Cornelius Botha, Ulrich Franke,
Ali Dodge-Khatami, Juergen Hoerer, Rudiger Lange, Anton Moritz, Katharina Ferrari-Kuehne, Roland Hetzer,
Michael Huebler, Ad J.J.C. Bogers, Ulrich Stierle, Hans-Hinrich Sievers, Wolfgang Hemmer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目的：Ross手术后的再次干预治疗是患者和治疗医师共同关心的问题。本研究旨在提供德国荷兰Ross登记大规模
人群中再次手术的更新结果。
方法：从1988年至2011年，2023例患者（年龄39.05±16.5岁；男性1502例；成人1642例）在13个医疗中心接受Ross手
术，平均随访7.1±4.6年（范围0~22年；共计13 168患者年）。
结果：在成年患者中，113例患者有120枚（1.03%/患者年）自体肺动脉瓣，在67例患者中有76枚（0.65%/患者年）同
种肺动脉瓣术后需要再次干预治疗。在儿童患者中，13例患者有14枚（0.91%/患者年）自体肺动脉瓣和31例患者中
42枚（2.72%/患者年）同种肺动脉瓣术后需再次干预治疗。在自体肺动脉瓣与同种肺动脉瓣中，因心内膜炎导致再
次干预治疗的比例分别为17.9%和21.2%。在成人患者中，冠状动脉下手术可显著提供自体肺动脉瓣的耐久性（自体
肺动脉瓣再次手术免除率10年为97%，12年为92%；P <0.001）。不进行根部加强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技术（风险比，
2.4；95%可信区间，1.4~4.1）和术前单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风险比，2.3；95%可信区间，1.5~3.5）是短期内再次干
预治疗的显著预测因素。中心血流量对长期疗效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成人与儿童同种肺动脉瓣移植患者中再
次手术免除率分别为：5年，97%和87%；12年，93%和79%（P <0.001）。受体和供体的年龄较轻是同种肺动脉瓣移
植患者短期内再次手术的显著预测因素。
结论：自体肺动脉瓣仍然是需行主动脉瓣置换年轻患者的有效选择之一。再次手术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手术
技术和术前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情况。治疗中心的经验和技术也可影响长期疗效。恰当的心内膜炎预防措施可能会
减少将来的再手术率。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8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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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静脉与右胸廓内动脉用作Y型复合移植物的
（SAVE RITA）随机比较试验：早期结果
A randomized comparison of the Saphenous Vein Versus
Right Internal Thoracic Artery as a Y-Composite Graft (SAVE RITA) trial:
Early results
Ho Young Hwang, Jun Sung Kim, Se Jin Oh, Ki-Bong Kim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目的：比较大隐静脉或右胸廓内动脉用作Y型复合移植物与左胸廓内动脉吻合的效果。在此项早期分析中，我们
比较了早期血管造影的通畅率和临床转归。
方法：自2008年9月至2011年10月，前瞻性地将224例有多支冠状动脉病变的患者随机分配进行非体外循环下再血
管化手术，分别应用大隐静脉（n=112）或右胸廓内动脉作为Y型复合移植物（n=112）。对比了术后早期（1.4±1.1
天）血管造影的通畅率和临床转归。
结果：在右胸廓内动脉组手术死亡1例。两组间术后并发症（包括心房颤动和急性肾衰竭）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
异。大隐静脉组与右胸廓内动脉组应用侧臂Y型复合移植物进行远端吻合的数量分别是：2.3±0.8和1.9±0.7
个（P <0.001）。有44例患者应用了第三支血管（大隐静脉组 vs. 右胸廓内动脉组，4/109 vs. 40/110；P <0.001）
来延长侧臂Y型复合移植物，以完全再血管化。早期的血管造影显示总的通畅率是99.4%（771/776个远端吻合
口）。侧臂Y型复合移植物的通畅率在大隐静脉组是98.8%（245/248），在右胸廓内动脉组是99.5%（207/208），
（P =0.629）。
结论：右胸廓内动脉组有36.4%的患者（40/110）需要使用第三支血管来延长右胸廓内动脉复合移植物，以到达靶
血管。大隐静脉复合移植物与右胸廓内动脉复合移植物在早期血管造影显示的通畅率和临床转归方面相当。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027-35)

围术期管理（摘要）

什么是正确的时机：抗生素使用时机与心脏手术后感染
When the timing is right: Antibiotic timing and infection after cardiac surgery
Colleen G. Koch, Edward R. Nowicki, Jeevanantham Rajeswaran, Steven M. Gordon,
Joseph F. Sabik III, Eugene H. Blackstone

干昌平 译 张尔永 校

目的：指南推荐于皮肤切开前60分钟使用预防性抗生素，但尚不清楚是否有更准确的时机可以进一步降低胸骨
切口的感染。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检验抗生素使用时机和感染之间的关系，检验合理的抗生素使用时机在预防感
染中的潜在效果，并确定患者的其他疾病是否会影响抗生素使用时机和感染。
方法：从1995年1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共28 250例接受了28 702次需胸骨正中切开心脏手术的患者被纳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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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中85%的患者仅使用了头孢呋辛预防感染，15%的患者仅使用万古霉素预防感染。针对不同时间段，采用
多变量分析识别与感染有关的因素，并根据患者资料、风险变量和假定的抗生素使用时机，确定风险校正后最
佳使用时机。
结果：使用头孢呋辛的患者胸骨切口感染发生率为2.0%（489例），使用万古霉素的患者为2.3%（101例）。当头
孢呋辛于皮肤切开前15分钟给药时，患者感染发生率最低（1.8%）。若在皮肤切开前45分钟或60分钟给药，则感
染发生率分别上升至2.2%和2.8%。当万古霉素于皮肤切开前32分钟给药时，患者感染发生率最低（1.8%）。若在
皮肤切开前45分钟或60分钟给药，则感染发生率分别上升至2.2%和3.2%。对最佳时机的模拟发现其受不同时
间段内危险因素的影响。
结论：改进目前的预防性抗生素使用指南可能会减少胸骨切口感染发生率。感染可能性最小的抗生素使用时机
随抗生素种类和患者危险因素不同而改变。风险校正后的最佳使用时机可能将感染发生率降低9%~31%。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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