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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肺动脉闭锁、室间隔缺损、肺动脉发育不良和大主肺侧支患儿的
肺动脉修复的远期效果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报道肺动脉闭锁、室间隔缺损、肺动脉发育不良和大主肺侧支患儿的肺动脉修复的远期
效果。

方法：自1991年起，对20例患有复杂的肺动脉发育不良的患儿（平均Nakata 指数26±14 mm 2/m 2）的自身肺动脉进
行了外科手术干预，以达到根治性手术，获得满意的血流动力学效果（右室压与主动脉压的比例<0.8）。

结果：第一步，右室与肺动脉的管道连接，手术的中位年龄为4.1（0.1～18.7）个月，其中1例患儿术中死亡。中位间隔
（1～7 ）次/例]，包括36次肺动脉血管成形术，11
4.3（1.1～26）个月后，进行第二步心导管介入治疗[中位数，2次/例；
次支架植入术以及20次侧支堵闭。所有病例的Nakata指数为208±85 mm 2 /m 2提示，与外科手术矫治前相比，肺动
脉获得了明显的生长发育（P <0.001）。第三步外科修复术的中位年龄为1.9（0.6～10.7）岁，有3例患儿进行了右室流
出道重建及室间隔缺损修补并留孔。对绝大多数患儿的肺动脉修复情况进行了为期8.2±4.5年的随访追踪，包括47
次肺动脉血管成形术，15次支架植入，11次侧支堵闭。3例血流动力学情况欠佳导致患儿死亡。末次随访时，16例存
活患儿中，根据纽约心脏病协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标准界定，心功能分级Ⅰ级者12例，心功能
Ⅱ级者 4例，其中13例患儿血流动力学效果满意。

结论：大多数肺动脉闭锁、室间隔缺损、肺动脉发育不良和大主肺侧支患儿的肺动脉修复可以根治性手术治疗。
但是后期的处理方法通常需要对肺动脉修复过程进行追踪。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2:1374-80）

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小的汇合肺动脉（pulmonary arteries，
PAs）以及大的主肺侧支动脉（major aortopulmonary
collateral arteries，MAPCAs）是一种罕见、复杂的病
变，对于肺血流而言存在着极大的形态学变异。这完
全取决于MAPCA的数量、大小、走行、起源、分布以
及和自身肺动脉之间的交通[1]。MAPCAs在大多数病例

中通常起源于降主动脉，尽管很难从分布区域来说明
侧支血管的血流方向，但肺动脉的双重血供可以通过侧
支和中央肺动脉来确认[2]。
对于这类患儿的处理有两大治疗方案。其中一种
是通过一期或二期外科手术使MAPCAs单源化（使肺
血来源单一化，由中央肺动脉供血）[1,3-5]。尽管如此，
MAPCAs的组织病理学结构使其倾向于多级狭窄和血
栓形成。因此，患儿术后通常出现血流动力学情况欠
佳[5,6]。另一种方案为自身肺动脉的修复，通过原先的
升主动脉肺动脉连接[7]或右心室（right ventricle，RV）
肺动脉连接来改善自身肺动脉的发育[8]。一旦前向血流
建立，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进行介入肺动脉扩张来改善
狭窄以获得肺动脉更进一步的发育。并且接下来可以
堵闭多余的侧支。当肺动脉发育评估满意，就可以实
施外科矫治。
尽管如此，关于该类自身肺动脉修复的治疗方案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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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CAs和自身PAs之间存在近端交通，经导管堵闭时
要注意避开自身肺动脉。这种MAPCAs通常在矫治术
中进行堵闭。

缩写及缩略语
大主肺侧支动脉
肺动脉
右心室
室间隔缺损

根治手术包括VSD修补、PA重建和带瓣RV-PA管
道的建立。
[8-10]

少，其远期的临床和血流动力学评估结果尚不明确 。
而且，先前那些证实其可行性的报道并没有提供各个
步骤的准确时间和细节描述。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对本中心治疗的肺动脉
闭锁、VSD、“海鸥”样肺动脉发育不良和MAPCAs
的患儿进行相应的回顾性分析。

如果RV和主动脉压力比小于0.8，且远端平均肺动
脉压小于25 mmHg，血流动力学结果被认为还是比较
满意的[8]。

患儿资料
人口统计学和形态学数据见表1。

们确定20例肺动脉闭锁、VSD、“海鸥”样肺动脉发

自身肺动脉的Nakata指数
Nakata指数是由以下公式计算：右肺动脉横截面
面积+左肺动脉横截面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体表
面积（单位为平方米）。肺动脉都在分支前进行测
量，并且结果以平方毫米/平方米为单位（肺动脉分支

育不良（Nakata指数<90 mm2 /m2）和MAPCAs的患儿

的面积比体表面积）[11]。该公式中不包括侧支动脉。

材料和方法
这是一篇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自1991年起，我

（图 1）。除外导管依赖的肺循环患儿和自身肺动脉
不连续的患儿。肺动脉发育不良、MAPCAs并且动脉
导管像侧支一样不需要输注前列腺素E1的患儿是包括
在内的。在先前的两个描述性研究中，20例患者中的
第10例和第17例患儿的描述已经公开发表[9,10]。本研究
协议经过当地伦理委员会审阅通过。

多期的肺动脉修复策略
所有具有上述解剖特征的患儿是指本中心在该研究
期间进行的肺动脉修复治疗的患儿，该手术最早由波
士顿儿童医院报道[8]。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该治疗方案
发展为3个步骤，并且界定了明确的手术时间：
1． RV-PA连接应尽早进行，通常在出生后6个月
内，有利于前向血流并有可能促进血管形成[8]。
2． RV-PA连接建立后的前3～5个月，进行心导管
介入处理肺动脉狭窄或发育不良以及堵闭肺动脉双重
供血区域的MAPCAs，其目的是有利于前向血流灌注
和远端肺动脉的发育。若MAPCAs为肺段或肺叶唯一
血供来源的则予以保留。
3． 根据以下原则来决定患儿是否适合外科矫治：
左向右分流的临床征象或经皮血氧饱和度≥80%；自
身肺动脉发育较好（Nakata指数≥90 mm 2 /m 2）；并
且所有多余的MAPCAs已经堵闭。在极少数病例中，
2

心导管
早期的诊断评估 所有患儿都进行了肺动脉血管的完整
描述，尤其注意确定所有的MAPCAs并取得“海鸥”
样的血管造影图。如果自身肺动脉不能通过侧支显
影，可选择楔形肺静脉血管造影。

介入手术（第二步）
所有患儿的导管介入治疗均在全身麻醉下进行。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自身肺动脉狭窄/发育不良、RV-PA
连接的梗阻或残余的MAPCAs。血流动力学评估包
括：不同节段远端PA压力、RV和主动脉压力比和肺
动脉树的压差。球囊扩张的标准是血管造影可见明显
的狭窄。唯一例外的是当患儿的Nakata指数满意到可
以接受外科手术，近端的自身肺动脉残余狭窄可不予
处理。因为此类狭窄在第三步的手术中可以进行外科
矫治。球囊扩张血管成形通常尝试高压球囊，如果评
估结果不佳可再植入支架。自2003年以来，切割球
囊开始在高压球囊血管成形效果欠佳的狭窄血管中
应用 [12] 。按照Rothman及其同事标准 [12]，球囊扩张和
支架植入的成功使用使得血管直径增加超过50%；而
Rothman及其同事的其他两个标准（扩张的肺血流增加
>20%，RV/体循环压力比下降20%）在多种外周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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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动脉
图1 11个月的婴儿，经右侧MAPCA最初血管造影显示自身肺动脉发育不良（Nakata指数34 mm 2 /m 2）
造影显示肺动脉血流主要依赖MAPCAs（B）。RV-PA外科连接后12个月、最后一次经导管左肺动脉支架植入后3个
月，自身肺动脉床发育尚可，Nakata指数增加到187 mm 2 /m 2（C）。所有MAPCAs均进行近端堵闭（D），可以进行接
下来的外科矫治。

脉狭窄、非限制性的心内心外分流的情况下没有被应
用 [13]。进行MAPCAs堵闭时，要尽可能避免堵闭肺动
脉（图1）。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减轻狭窄，尤其是在
肺门内血管应用高压球囊和切割球囊减轻远端分支狭
窄时。并且，介入治疗可以重复实施，直至肺动脉发
育到可以接受外科矫治的程度。

开胸，应用常温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下进行手术[9,10]。
用橡胶环轻柔阻断并控制好左右肺动脉后，纵向切开
主肺动脉，添加一小块椭圆形的补片或戊二醛处理的
自体心包缝合到动脉切口边缘。切口要延伸至右室心
外膜，并且补片缝合到该切缘。最终，右心室漏斗部

外科步骤
第一步：右室-肺动脉连接 如前所述，患儿通过正中

表1 人口统计学数据和形态学特征
特征
男/女
22q11基因微缺失
平均Nakata指数±SD
平均氧饱和度±SD
每例患儿的MAPCAs数量
右主动脉弓
Lusoria（右锁骨下动脉）
左上腔静脉
其他VSD
氧饱和度为经皮氧饱和度；SD，标准差。

图2 通过正中开胸用心包补片进行RV-PA连接，作为修复治
疗策略的第一步。Ao，主动脉；PA ，肺动脉；RV，右心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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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并且完成补片插入（图2），通过切除肥厚肌
束，用剪刀疏通开口，保证右室开口足够。该手术期
间，利用升主动脉小的吸引导管来预防气栓，并将其
放置在部分阻断钳（气泡收集器）的近端，避免将负
压吸引器置入右室腔内。或者，利用原来的升主动
脉和肺动脉的中央分流来排气，其中有3例患儿是这
样操作的。
第三步：外科矫治 包括再次开胸和体外循环下根治
手术。主动脉阻断后，进行肺动脉分叉及分支的重建
（尽可能远）。当必须行分支肺动脉重建时，需要切
除或取出已置入的支架。有部分病例在短暂的低温停
循环下完成远端肺动脉成形以达到更好的成形效果。
考虑RV-PA的连续性，大部分病例应用低温保存的同
种移植物管道，一小部分患儿使用单瓣补片。VSD修
补采用经心房或经心室入路，使用涤纶材料，必要时
选择性打孔。在心房水平，保留或创建一个卵圆孔。
体外循环结束时，记录压力，如果RV/左室压比小于
1，则矫治相当满意，VSD应完整修补。
统计学分析
群组统计根据情况用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最
小最大值）来表述。第二次修复术前后自身肺动脉的
Nakata指数比较应用Wilcoxon配对检验。为确定右室
衰竭和死亡高危因素，我们对分类变量应用Fischer精

确检验，对顺序、连续变量应用Mann-Whitney检验。
以下是对关于术后死亡和不良血流动力学结果风险因
素的变量进行分析：性别、22q11基因微缺失、初始
Nakata指数、MAPCA的数量、RV-PA连接的年龄、
RV-PA连接的类型、RV-PA连接术后的氧饱和度、导
管介入治疗的总数、带孔的VSD补片和肺血供单一
化。统计学分析通过SPSS 15.0版本软件（SPSS Inc，
Chicago，I11）进行。

结果
第一步
进行RV-PA连接术时患儿的平均年龄5.7±4.3个
月，平均体重5.6±2.1 kg。随访结果，经皮血氧饱和度
平均改善11%±5%。有1例2天大的急诊患儿，RV-PA
连接术后重度紫绀，早期死亡。3例患儿原先曾进行
升主动脉到肺动脉的中央分流；其中2例在另一家医
院进行的该手术，在后文再述。所有的患儿由于肺动
脉仍然纤细，临床表现为重度紫绀，并进行了二期的
RV-PA连接手术，其中2例用处理过的自体心包补片，
1例使用小的同种移植物。由于后来的病例出现同种移
植物的快速狭窄，2个月后再手术进行了自体心包补片
扩大。

表2 外科矫治时（第三步）的临床表现和血流动力学数据
体重
（kg）

年龄
（岁）

氧饱和度*
CHF
（%）

Nakata指数
mPAP （mm 2/m 2）

Nakata指数（mm 2/m 2）

患儿

初始

修复前

末次导管介入治疗

图3 在自身肺动脉修复过程中Nakata指数的增加。最初
Nakata指数为26±14 mm 2/m 2，在第二步经导管修复治疗后
增加到208±85 mm 2/m 2，最后一次导管介入治疗后或外科矫
治前增加至330±89 mm 2/m 2。

4

*氧饱和度为经皮氧饱和度；SD ，标准差；CHF，充血性心力衰竭；mPAP，平均
远端肺动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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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RV-PA连接术后平均间隔5.8±4.5个月，所有病例
均进行了第一次心导管介入治疗。在第二步骤中，每例
患儿接受导管介入治疗的中位数为2次（1～7次/例）。
介入治疗包括36次球囊血管成形，其中11次支架植入
和20次MAPCAs堵闭（图1）。有2例患儿因RV-PA连
接术后的重度狭窄进行球囊扩张。1例患儿在左肺动
脉放置支架并逆向延伸RV-PA连接。由于支架位置的
关系，尽管经导管途径到达右肺动脉可能有一定困
难，但是没有比右肺动脉更适合进行球囊扩张或支
架植入的了。
如图 3所示，自身肺动脉Nakata指数显著增加至
209±85 mm2/m2 （P <0.001）。没有死亡病例。

第三步
19例患儿进行了外科矫治术，手术平均年龄为
2.4±2.3岁。其临床表现、血流动力学以及血管造影数
据如表2所述。15例患儿有左向右分流的临床证据和满
意的肺动脉发育条件，如“材料和方法”中定义的一
样。在4例Nakata指数满意却重度紫绀的的患儿（病例
2、4、12和16；表2）中，由于肺动脉血流主要受限于
近端自身肺动脉狭窄，而此狭窄可以通过外科处理进行
外科矫治。15例进行RV流出道重建的病例中，只有1例
使用了带瓣管道（11例使用肺动脉同种移植物，3例主
动脉同种移植物和1例Contegra管道）。4例患儿应用单
瓣补片。4例患儿进行了单侧的无自身肺动脉供血仅有
MAPCAs供血的肺段的血管单源化。对4条在第二步经
皮介入治疗时不能堵闭的和自身肺动脉存在近端交通
的MAPCAs，进行了外科结扎。3例患儿的VSD修补选
择性留孔4 mm，其中1例保留了另外的一个小的肌部
VSD。3例术前在左向右分流的情况下就存在远端肺动
脉高压（平均肺动脉压≥25 mmHg）的患儿没有出现
术后肺动脉高压危象。没有病例在术后期间死亡。

随访
手术矫治后平均随访时间为8.2±4.5年。其中3例
患儿在手术后的0.3年、0.4年及11.8年因右心室功能衰
竭死亡。第1例死亡患儿在出院后4个月时出现发热并
伴有严重的呼吸困难，因肝肿大而导致明显腹胀，在
急诊室因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亡。第2例死亡患儿在术
后5个月时行导管介入治疗和PA支架植入，因右心室功
能衰竭、大量广泛的腔静脉血栓及心律失常死亡。第

3例死亡患儿随访间断10年，因重度右心室功能不全在
手术后11.8年死亡，即使接受右心室肺动脉管道置换手
术也无济于事。手术中取右心室室壁活检结果显示心
肌已完全纤维化，几乎没有心肌细胞。
随访中，由于存在严重的肺动脉狭窄及其继发性
右室压增高，大部分患儿在外科手术或介入治疗后能
得到缓解。最近的随访资料表明，每例患儿接受中位
数为3次的介入治疗（0～7次/例），包括52次球囊扩
张，17次放置支架，12次处理侧支残余梗阻。其中有
3例患儿分别在手术后2.2年、5.6年及11.8年接受肺动
脉至右心室管道再次置换和肺动脉扩大术，术后肺
动脉有明显的生长（P <0.001），计算Nakata指数为
330±89 mm²/m²，而中位右心室压与主动脉压比值为
0.58（0.35～1）。有2例存活患儿的血流动力学效果不
满意（比值>0.8），并伴有梗阻性肺血管疾病。
单因素分析没有发现手术后有明显的死亡及血
流动力学问题的危险因素。最后一次随访资料中，
所有患儿的临床状况良好，14例患儿纽约心脏病协
会心功能分级0/Ⅰ级，2例患儿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
能分级Ⅱ级。这些患儿血氧饱和度的中位数是96%
（88%～100%），其中有3例患儿存在轻微的心室水平
的左向右分流。

讨论
虽然有一些研究报道 [1,3 -10,14,15] 关于肺动脉闭锁、
肺动脉狭窄及MAPCA这类患儿的几种治疗策略，但
针对此类患儿的处理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MAPCAs
单源化手术及自身肺动脉管道重建手术适用于大部分
患儿，并有良好的预后，但还没有长期的随访资料报
道 [3,14,15]。也有报道指出，MAPCAs单源化手术风险大
而且替代物不具生长性 [5,6]，这与我们以往的侧支血管
单源化的发育不良的经验是一致的。主肺中央分流使用
的替代物能刺激生长，但在Mumtaz及其同事[7]最近的报
道中指出只有60%的患儿能达到完全矫治。这种策略
方法的风险为，在这些患儿中经导管介入治疗扩张肺
动脉难度更大，导管需要经主动脉逆行。
肺动脉闭锁修复治疗的概念最早由波士顿学组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8]。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提
供前向血流促进自身肺动脉的生长，另外由于对大部
分区域有持续的血流灌注，对不同的肺段灌注也有了
有效的评估。最近的一个病理学研究支持上述观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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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证明了大部分接受了分流手术的严重紫绀型先天性
心脏病患儿都存在肺动脉病变，导致肺动脉生长潜
能下降 [16]。在此基础上，不管是有发育不良疾患的患
儿，还是合并有侧支肺动脉的患儿都有完全或几近完
全的血流分布到肺段，在外科手术矫治时，很少进行
血管单源化手术。
尽管这些结论是有大量成功矫治案例的波士顿
学组提出的，且其随访结果都优于其他组，但总体
死亡率仍然偏高，仍然有问题尚待解决。由于最初
的报道病例少，没能划分明确的分期及各期的最佳
手术时机 [8] 。目前的研究表明，根据早期肺动脉右心
室连接划分明确的分期。理论上在前6个月，可以用介
入治疗手段处理肺动脉狭窄、缺氧及侧支。由于球囊
扩张会增加肺动脉破裂的风险[17]，通常我们会推迟2个
月进行。而且，在患儿成长过程中，会达到介入治疗
的适应年龄，这样风险较低。这个时期之后，肺动脉
狭窄及侧支循环会迅速的加重，因为存在通过右室流
出道及侧支的反向血流。待肺动脉发育良好后，就可
以考虑进行外科手术了，通常是在RV-PA连接后的一
年内。这种自身肺动脉的修复治疗可以达到完全的解
剖矫治，80%的患儿可以长期生存。但仍然应该强调
这种连续性治疗的重要性，在随访过程中发现大部分
患儿需要进一步的介入治疗以达到满意的血流动力学
及肺动脉的良好生长。
这种修复治疗使得患儿外科矫治术后自身肺动脉
的生长Nakata指数较术前增加10倍多。正如之前的研
究报道[8,9]，若Nakata指数超出150 mm²/m²，则认为肺
动脉生长达到满意效果，本研究中的大部分患儿都达
到了这个标准。而Nakata指数在90～150 mm²/m²之间
的患儿仍然需要进行外科手术，但有很大风险，尽管
有3例Nakata指数小于100 mm²/m²的患儿在术后获得满
意效果，其中2例手术中运用补片扩大来矫正肺动脉分
叉处畸形，1例室间隔缺损修补留孔。另外两例患儿由
于残存肺动脉远端狭窄，室间隔缺损修补留孔已减轻
术后右心室压力升高的负担。这一观点得到Marshall
及其同事 [18]最近研究的支持，另外他们在合并小肺动
脉疾病及室间隔缺损的患儿的手术中有选择的进行了
室间隔缺损补片，这提高了生存率，其左向右分流几
率较低。相反，也有研究表明这会导致早期及远期死
亡，可能需要重新手术打开部分室间隔缺损[19]。上述
观点表明，存在高风险的这类患儿，最好加做室间隔
缺损补片留孔处理，以防血流动力学效果不满意。所
有3例室间隔缺损留孔的存活患儿中，有2例仍然有严
6

重的残余梗阻，其未能达到满意的血流动力学效果，
1例血流动力学效果尚可，存在不明显的左向右分流。
我们注意到伴有室间隔缺损的肺动脉闭锁的患
儿，其近端及远端肺血管的发育明显是异常的，包括
肺血管床多处的变形及狭窄 [8,9,16]。这样所有病例都适
用于介入治疗技术，包括球囊扩张及±PAs支架的导管
介入治疗。这在大部分患儿中都获得了满意的血流动
力学效果。而且，对于存在残余梗阻的成功球囊扩张
术后，研究已表明其可通过增加肺血流分布和降低通
气血流比例失调，从而增加活动耐量（峰值氧耗和气
体交换）[20]。所有这些支持证据提示，有必要尽早处
理残余梗阻。即使是儿童患者，支架的运用也是有效
的。先前植入支架的扩张也具有可行性，可成功应用
于一些选择性患儿，如扩张不全、内膜纤维增生及可
导致狭窄的相关增生[21]。总之，本组研究中患儿肺血
管疾病的发展是多样化的，通过早期的外科积极处理
可能有效，而且，没有外科或介入处理的外周性狭窄
可能会引起其他节段的肺动脉高压，并使血管疾病进
一步进展。

研究局限性
这种回顾性的研究有自身的局限性。我们所描述
的这种治疗方案只适用于肺血管发育不良及存在肺动
脉汇合部的患儿。不连续的肺动脉狭窄患儿不包括在
本研究范围内，因为其治疗并非基于右室与肺动脉
连接后经导管介入治疗之上。虽然也有文献报道 [22]，
MAPCAs可并发于肺动脉瓣发育不良及不连续的肺动
脉狭窄（30%的几率），但在我们的工作经历中这类
病例数仍很少。我们推测其原因是这类患儿早期已经
得到治疗。通过诊断性心导管检查肺血管床造影（包
括肺静脉楔形造影），我们总能找到中央肺动脉汇合
处。我们也思索其他研究中报道的许多不连续狭窄形
成的原因是由于各肺动脉分支处的缺血引起（随着时
间和低灌注）。在研究期间，我们仅观察到1例婴儿
PAs和MAPCAs具有这种发育不良的、不连续狭窄的
特点，1例患儿仅有MAPCAs病变无自身肺动脉病变，
2例患儿均成功进行了肺血管单源化外科矫治术，但术
后的血流动力学效果不太满意，1例患儿最终死亡。

结论
对于这组高难度的病例，通过有步骤的外科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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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介入治疗是有效的，大部分病例可进行根治性手术
治疗，获得良好的生存和功能状态。肺动脉闭锁的治
疗需要在外科矫治术后继续运用介入治疗或外科干预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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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心Norwood手术治疗复杂性单心室病变对比左心发育不全
综合征15年经验

目的：Norwood手术作为治疗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hypoplastic left heart syndrome，HLHS）系列手术的分期姑
息手术的第一步，也应用于其他并有体循环流出道梗阻或者主动脉弓发育不良的复杂性单心室病变。本文总结我
们15年来将Norwood手术应用于HLHS和非HLHS患儿的经验。

方法：我们调查了1996~2010年间行Norwood手术的41例非HLHS患儿以及212例HLHS患儿，回顾了所有的医疗记
录以评估其预后。

结果：非HLHS患儿组的早期失败（死亡或者心脏移植）率为7%，而HLHS患儿组则为13%（P =0.29）。两组患儿
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术后机械通气的时间以及血管活性药物治疗时长并无差异。非HLHS组至二次手术期间非
移植生存率相对更高（92% vs. 80%，P =0.067）。而非HLHS组的复发性主动脉弓梗阻更常见（15/39 vs. 32/171，

P =0.008），但是其中有4例患儿是主动脉弓近端狭窄。后期手术中，31例非HLHS患儿行上腔静脉肺静脉吻合，5例
患儿行双心室修复。组间非移植生存率无差异（P =0.119），但是体循环左心室或实质性左心室残余量能增加心输
出量的患儿生存率要更高一点（P =0.082）。

结论：两组患儿的早期和长期生存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相近。两组中都常见复发性主动脉弓梗阻，但非HLHS组
更高一点。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66-72）

过去20年中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hypoplastic

育不良（非HLHS组）。也有报道混合组患者术后结

left heart syndrome，HLHS）患者的预后发生了惊人

果及长期结果的矛盾 [7-10]。我们评估了我们单中心15

的改善，这源于手术技巧与围术期处理的进步 [1-4] 。

年来行Norwood手术的复杂单心室患儿的结果并和

最近我们报道了我中心将Norwood手术作为HLHS一

HLHS组进行对比。

期手术的12年经验，结果发现其可显著降低研究期
内的早期死亡率 [5,6]。

材料与方法

Norwood手术也被应用于其他合并严重体循环
流出道梗阻的复杂性单心室病变，包括主动脉弓发

我们回顾了199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
间行改进Norwood手术的患儿的手术数据。不需要主
动脉弓重建的单心室病变患儿被排除在外。随访持续
到2011年3月31日。功能性单心室病变及体循环流出
道梗阻包括主动脉发育不良但不适用于HLHS诊断标
准的患儿被归于非HLHS组。对于这些患儿，优势心
室由心脏超声决定，并且将此组分为右室优势和左室
优势两个亚组。右室优势但是实质上左室输出量增高
的患儿被归为左室优势组。HLHS组患儿根据术前心
脏超声被分为几个不同的解剖亚组（二尖瓣及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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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修复。2000年开始在主动脉弓重建时行选择性脑

缩写及缩略词
DHCA
HLHS
RVPA
VSD

=
=
=
=

深低温停循环
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
右心室肺动脉分流
室间隔缺损

灌注，此后所有患儿均有应用。所有患儿均行常规关
胸。只有当患儿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才延迟关胸。
两组患儿的进一步手术包括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
术，术式为Bova描述的半Fontan手术 [12]，后期为开窗
心房内管道Fontan手术。

瓣闭锁、二尖瓣闭锁及主动脉瓣狭窄、二尖瓣狭窄及
主动脉瓣闭锁、二尖瓣和主动脉瓣狭窄） [11]。我们回

术后管理
我 们 已 经 叙 述 过 我 们 的 常 规 术 后 管 理 [5,6]。 术

顾分析患儿血流动力学、手术及形态学上影响预后的

后使用肾上腺素正性肌力支持，使用硝普钠及酚妥

因素。此研究我们取得了每例患儿资料匿名分析的许

拉明减轻后负荷。自2010年3月起，肾上腺素及米

可，并且由于其回顾性研究的本质未提交伦理委员会

力农常规作为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术后主要评估并

审批。

发症发生率、机械通气时间和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的

术前治疗
所有患儿术前都按照标准化程序以小剂量前列腺
素E1治疗，并以硝普钠或酚妥拉明降低后负荷，避
免机械通气和正性肌力药物的使用[5]。
Norwood手术
在我们的常规Norwood手术中，肺动脉在分叉
处横断，动脉导管结扎并断开，导管组织从主动脉
壁上完全分离出来。切除主动脉潜在的缩窄，降主
动脉切开大约5 mm，切口沿小弯侧纵向延长至主
动脉根部。肺动脉干近端底部同短小的升主动脉行
侧侧吻合。主动脉弓及升主动脉以补片拓宽并和横
断的肺动脉吻合以形成新的主动脉。1996年至1999
年，主动脉弓以肺自体移植物加强（非HLHS，
n=9；HLHS，n=32），自2000年开始，开始用牛心
包拓宽。
部分非HLHS患儿手术方式有少许改进。根据解

时间。
结果评估
Norwood手术早期失败定义为术后30天内或者出
院前患儿死亡或者行心脏移植。出院患儿在手术30天
之后和第二次手术之前死亡或者行心脏移植定义为阶
段间（interstage）失败。术后并发症被分为心脏性
并发症（心肺复苏、心律失常、分流功能障碍）和非
心脏性并发症（脓毒血症和神经系统并发症如发作性
疾病、脑出血、脑梗死） [5]。复发性主动脉弓梗阻的
发生率及Norwood手术与二次手术之间是否需要球
囊血管成形术或二次手术干预主要通过心导管检查
来评估。复发性主动脉弓梗阻定义为压力阶差超过
20 mmHg或者出现局部狭窄。二次术前以彩色多普
勒技术定量评估体循环房室瓣反流情况。反流程度被
分为无、轻度、轻到中度、中到重度、重度。
统计

剖及升主动脉的大小，主动脉的纵向切口仅被延伸至

以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17.0（SPSS Inc，

切开的肺动脉分叉处水平，并且两根血管行侧侧吻

Chicago，Ill）进行数据分析，连续变量以均值和标

合。如有大血管转位，主动脉弓的纵向切口要延伸至

准差或者中位数和范围表示，分类数据以数字或者

升主动脉的背侧。面向升主动脉的肺动脉分叉腹侧被

百分比形式表示。先以Levene检验分析两组独立数

切开成V形并和升主动脉侧侧吻合。

据的方差是否对等，然后以Student t 检验分析其连

在我们两组患儿的Norwood手术中，无名动脉远

续变量。非参数据以Mann–Whitney U 检验分析。

端与补片重建的肺动脉分叉处行改良B-T（Blalock-

对于分类数据，以卡方检验或者Fisher精确检验分

Taussig）分流术使得有肺血流入。如果有右侧锁骨

析。此外，还以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术后早

下动脉畸形，则常规行中央主动脉肺动脉分流术。自

期失败的危险因素。多变量分析中P 值为0.1或者单

2004年，低体重或者非HLHS组患儿合并有发育不良

变量分析中小于0.1，则进入逐步Logistic回归模型

的残存流出道室连接非限制性室间隔缺损的体循环心

中。生存率以Kaplan–Meier法计算，并和Breslow检

室，偶尔行右室肺动脉分流术，术中根据需要将相关

验作对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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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非HLHS组心脏解剖诊断（n = 41）

产，HLHS组有14例（7%）。术前并发症包括坏死性

体循环右心室病例（n = 15）

小肠结肠炎（非HLHS：n=5，12%；HLHS：n=10，

不平衡房-室间隔缺损

6（14.6%）

5%）及心脏失代偿并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征象（非

二尖瓣闭锁或严重二尖瓣狭窄

5（12.2%）
3（9.8%）

HLHS：n=1，2%；HLHS：n=24，11%），其中非

右心室双流出道
严重主动脉狭窄伴主动脉弓发育不良

1（2.4%）

体循环左心室或者实质性左心室残余病例（n = 26）

HLHS组1例、HLHS组5例需要心肺复苏。
Norwood手术

左室双流入道伴大动脉转位

7（17.1%）

三尖瓣闭锁伴大动脉转位

4（9.8%）

先天性矫正性大动脉转位伴三尖瓣闭锁/狭窄

2（4.9%）

十字交叉心伴大动脉转位

1（2.4%）

相比较而言，非HLHS组更常用到右心室肺动

大动脉转位伴主动脉瓣闭锁

1（2.4%）

脉分流术（非HLHS：n=6，15% vs. HLHS：n=2，

大动脉转位伴主动脉弓阻断

1（2.4%）
8（19.5%）

1%，P <0.001）。在研究阶段的初期，非HLHS组的

主动脉瓣闭锁伴室间隔缺损
右心室双流出道

1（2.4%）

严重主动脉狭窄伴主动脉弓发育不良

1（2.4%）

HLHS ，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

Norwood手术及两组（非HLHS和HLHS组）患
儿术后的不同之处见表2。无体重及年龄差异。

12例（29%) 及HLHS组的40例（19%）在术中分别
进行了平均76±15 min和71±16 min的深低温停循环
（deep hypo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DHCA）技术
（P =0.36）。总体而言，两组的心肺转流时间、主动
脉阻断时间、深低温停循环时间及总支持时间并无差
异，但非HLHS组的心肌缺血时间更长（65±19 min

结果
患者数据
总体来看，此项研究包含了非HLHS组41例患儿
（男29例，女12例）及HLHS组212例患儿（男132
例，女80例）。非HLHS组患儿的心脏病诊断如表1
所示。非HLHS组中，26例患儿（63%）有体循环左
心室或实质性左心室输出量增多。非HLHS组包含了
3例初始双心室尝试失败的患儿（严重主动脉狭窄2
例，二尖瓣发育不良1例）。有1例主动脉弓发育不良
患儿在外院接受了一系列支架置入术。

vs. 56±19 min，P =0.005）。
术后措施
两组术后机械通气时间、正性肌力支持、后负荷
减轻并无差异（表2）。非HLHS组21例（51%）出现
术后并发症，HLHS组有106例（50%）（P =0.89）。
非HLHS组及HLHS组分别有6例（35%）及39例
（46%）因心脏并发症进行了心肺复苏（P =0.40）。
Norwood术后结果
全组患儿手术早期失败率为12%，其中非HLHS

在HLHS组中，99例患儿（47%）二尖瓣和主动

组为7%（3例早期死亡），HLHS组为13%（27例

脉瓣闭锁，50例患儿（24%）二尖瓣和主动脉瓣狭

早期死亡，1例行心脏移植）（ P =0.29）。单一变

窄，50例患儿（24%）二尖瓣狭窄和主动脉瓣闭锁，

量危险因素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在逐步多变量

13例患儿（6%）二尖瓣闭锁和主动脉瓣狭窄。
HLHS组患儿原升主动脉明显较小（3.4±1.4 mm vs.
4.9±2.1 mm，P <0.001）。非HLHS组有8例（20%）
升主动脉直径≤2 mm，HLHS组则有44例（21%）
（P =0.86）。
非HLHS组有3例（7%）发现右侧锁骨下动脉异
常，而HLHS组有15例（7%）。非HLHS组有1例诊

模型中，只有更长的心肌缺血时间（15 min递增，

P =0.007）是早期失败的高危险因素（优势比，1.47；
可信区间，1.11~1.94）。
非HLHS组未出现阶段间失败，但HLHS组有15
例（8%）（P =0.14）。总而言之，非HLHS组至二
次手术的非移植生存率为92%，而HLHS组为80%
（P =0.067）。

断全肺静脉回流异常，HLHS组有4例。4例HLHS患
儿有部分肺静脉异位引流。

复发性主动脉弓梗阻

非HLHS组有2例（5%）出现伴随遗传症状，

在Norwood手术及第二次手术之间，非HLHS

HLHS组有5例（2%）。非HLHS组3例（7%）出现早

组39例及HLHS组171例进行了心导管检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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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Norwood手术及术后措施
Norwood手术
中位年龄（d）
体重（kg）
体重≤2.5 kg（n）
分流类型
改良B-T分流术
中央分流
右心室肺动脉分流
调整后BT分流直径（mm/kg）
选择性正向脑灌注（n）
体外循环时间（min）
主动脉阻断时间（min）
深低温停循环时间（min）
心肌缺血时间（min）
总支持时间（min）
延迟关胸（n）
术后措施
机械通气（h）
正性肌力支持（h）
降低后负荷（h）
心脏并发症（n）
非心脏性并发症（n）
二期手术
半Fontan手术（n）
双心室修复（n）
中度以上体循环房室瓣反流（n）
二次手术中位年龄（mo）

P值

HLHS组（n=212）

非HLHS组（n=41）
6
3.28
6

（1~125）
±0.65
（15%）

6
3.24
23

（1~57）
±0.54
（11%）

32
3
6
1.06
29
143
42
23
65
166
9

（78%）
（7%）
（15%）
±0.17
（71%）
±51
±31
±34
±19
±49
（22%）

199
11
2
1.05
172
136
39
17
56
152
24

（94%）
（5%）
（1%）
±0.13
（81%）
±40
±21
±28
±19
±30
（11%）

0.72
0.13
0.30
0.50
0.32
0.005
0.10
0.064

67
47
72
17
7

（27~528）
（13~240）
（24~213）
（42%）
（17%）

71
48
72
84
41

（15~1191）
（4~575）
（4~696）
（37%）
（19%）

0.36
0.87
0.78
0.82
0.74

31
5
2
5.0

（76%）
（12%）
（6%）
（1.3~34.5）

168
NA
19
4.0

（79%）

0.35
0.73
0.59
<0.001

0.38
0.001

（11%）
（1.1~45.1）

HLHS ，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NA ，未提供。BT，Blalock-Taussig。

非HLHS组15例（38%）患者诊断为复发性主动脉

出现在主动脉峡部，非HLHS组却有4例出现新的升

弓梗阻，明显较HLHS组（32例，19%）更常见

主动脉或者主动脉弓近端狭窄。补片材料并不是再

（P =0.008）。虽然HLHS组复发性主动脉弓梗阻只

发梗阻的危险因素（肺自体移植物：6/35 vs. 牛心

表3 Norwood手术术后早期死亡的多变量危险因素分析
优势比（95% 可信区间）

P值

性别女性

2.05 （0.96~4.37）

0.060

早产

1.59 （0.43~5.89）

0.45

非HLHS

0.52 （0.15~1.79）

0.29

体循环右心室

3.81 （0.50~29.14）

0.25

危险因素

包膜：41/175；P =0.42）。在非HLHS组，有大动脉
转位的病例相对其余病例再发梗阻更少见（4/18 vs.
11/21，P =0.054），并且包括仅有的1例主动脉弓近
端狭窄。
两组除了各有2例建议重新手术的患儿外，其余
全部行球囊血管成形术。非HLHS组有4例球囊血管

右侧锁骨下动脉异常

3.09 （1.02~9.37）

0.037

成形术后出现再狭窄，然后又重新行球囊血管成形

肺静脉回流异常

3.86 （0.91~16.29）

0.084

升主动脉直径≤2 mm

2.04 （0.90~4.66）

0.085

术。但是，2例因残留压力阶差在第二次手术时进行

手术时体重≤2.5 kg

2.08 （0.77~5.59）

0.14

深低温停循环的使用

2.43 （1.08~5.46）

0.028

总支持时间（每15 min递增）

1.18 （1.03~1.36）

0.019

心肌缺血时间（每15 min递增）

1.47 （1.11~1.94）

0.007

HLHS ，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

了主动脉弓重建。在HLHS组，3例在行半Fontan手术
前查出了再狭窄。
二期手术
总共有204例患儿进行了后续的二期手术。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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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循环LV / 实质性LV残余 (n=21)
非HLHS (n=36)
体循环RV (n=227)
非移植生存率

非移植生存率

HLHS (n=212)

P =0.082

P =0.119

Norwood术后年数

Norwood术后年数

图1 Kaplan–Meier 评估非HLHS组与非HLHS组、体循环右心室与体循环左心室或实质性左心室残余患儿的Norwood手
术术后非移植生存率对比。HLHS ，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LV ，左心室；RV ，右心室。

HLHS组中，有31例进行了半Fontan手术。4例主动

期死亡，但是，非HLHS组1例及HLHS组4例出现了

脉瓣闭锁伴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晚期死亡。总共还有50例患儿在等待完成Fontan手

VSD）患儿和1例右心室双流出道患儿以Rastelli手

术。在随访结束时，所有进行双心室修复的患儿仍然

术进行了双心室修复。其余4例主动脉瓣闭锁伴VSD

存活。

患儿中的2例因位置关系不适合Rastelli手术，另外2

5例行双心室修复的患儿被排除在长期结果

例因为左室大小处于边缘状态故使用单心室修复的

分析之外。两组的非移植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

方法。其余3例右心室双流出道患儿因严重的左心发

（P =0.119），但是体循环性左心室或实质性左心室

育不全而不能进行双心室修复。大动脉转位伴右心

心输出量较大者生存率较高（P =0.082）（图1）。

室发育不良或者右心室形态上无心尖的患儿，都不
能进行双心室修复。
在随访时间的最后阶段，168例患儿进行了半

两组患儿二期手术后的非移植生存率无差异
（P =0.69），形态学上体循环左心室与体循环右心室
之间也无差别（P =0.46）。

Fontan手术。非HLHS组半Fontan手术年龄为4.7

讨论

（1.3~16.7）个月，HLHS组则为4.0（1.1~45.1）个
月（P =0.022）。双心室修复患儿的中位手术年龄为
21.2（5.8~34.5）个月。非HLHS组有2例、HLHS组
有4例在二期手术后早期死亡（P =0.66）。

单心室合并体循环流出道狭窄的先天性心脏病
者相对于需要行Norwood手术的HLHS患儿更少见，
也有研究者已经描述了可供选择的手术方式，如肺

生存分析

动脉束带并主动脉弓修复、主动脉瓣下梗阻心肌切

除1例外，我们对中位年龄6.2（0.3~15.1）岁的

除或者姑息性大动脉调转术 [13,14]。过去15年中，我们

186例存活患儿在Norwood手术后全部进行了随访。

行Norwood手术的患儿中只有16%被归为“非HLHS

在非HLHS组，有1例患儿在等待半Fontan手术，有1

组”，而且基础解剖也有很大差异。我们的研究主要

例患儿失访。在HLHS组，1例患儿在Norwood手术后

发现了Norwood手术可为其提供良好的短期及长期结

接受了心脏移植，2例患儿在半Fontan手术后接受了

果，无论其基础解剖结构和心室形态如何。

心脏移植。1例患儿因不适合建立Fontan通路而进行

在整个研究系列中，HLHS组与非HLHS组手术

了多重分流。HLHS组有8例患儿在半Fontan至Fontan

技巧差别不大。我们一般进行B-T分流术以提供肺部

完成后出现阶段间死亡。直至随访结束，非HLHS组

血流。因体循环右心室心室切开带来弊端，故而避

22例及HLHS组108例完成了Fontan循环而未出现早

免使用右心室至肺动脉（right ventricle to pulm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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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ry，RVPA）分流术。在发育不良的残余流出道

险。对于术中危险因素，DHCA的使用、较长的总

通过一个非限制性VSD和体循环心室相通的非HLHS

支持时间与心肌缺血时间和早期死亡相关。

病例中，因无潜在的体循环心室损害，故而可以行

Norwood手术后的阶段间（interstage）死亡至

RVPA分流术，这也解释了为何非HLHS组应用更多

今是一个困扰，HLHS组出现15例，非HLHS组未出

的原因。

现。相应地，HLHS组患儿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前

在有大动脉转位时重建新主动脉会更复杂。已

的生存率就相对较低。对于两组患儿，Norwood循

有研究者描述过各不相同的技术，如横断肺动脉与

环的生理机制相同。因为肺血流通过分流术增加，

升主动脉两根血管，或者使用2片补片而避免使用

体循环心室的容量负荷相应增加。在非HLHS组，

。我们更倾向使用单个补片以

63%的患儿有体循环左心室或者两个相对发育良好

避免多个吻合口。非HLHS组中，合并大动脉转位

的心室，这使得他们更好地应对容量负荷及面对体

的患儿复发性主动脉弓梗阻较其余病例更少见。但

循环性的压力。

单个螺旋形补片

[8,15,16]

是，对于Norwood术后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影响

非HLHS组有5例进行了双心室修复。在进行二

了大约20%不同诊断的患儿 [17,18]。这种原因是多方面

期手术时，患儿若有合适的二尖瓣及左心室尺寸，通

的，主要受手术技巧、补片类型、主动脉弓远端的

常在伴有VSD时，后期双心室修复可作为一个备选。

残余导管组织影响 [19] 。在我们的研究中，复发性主

虽然分阶段的双心室修复对这一小部分患儿似乎一直

动脉弓梗阻的诊断率在HLHS及非HLHS两组中分别

是相对安全的选择，但对于初期修复手术，早期紫绀

为19%和38%。在导管组织切除方面无差异存在。

的缓解、依赖分流的肺血、容量负荷的减少仍是争论

HLHS组患儿只出现了主动脉弓远端的再狭窄，与此
相反，非HLHS组有4例患儿发现新的升主动脉或者
主动脉弓近端出现狭窄，这也解释了其较高的复发

的主题，可选择性地实施低死亡率的手术 [21,22]。
根据我们的单中心经验，HLHS组与非HLHS组
的长期结果无差异。但是，单心室患者心室形态学
对长期结果的影响目前仍存在争论。在我们的研究

性主动脉弓梗阻发生率。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两组的早期生存率无差别，
而且体循环性右心室并不是早期失败的高危因素。
此外，术后结果如并发症发生率、机械通气时间、
血管活性药物治疗时长在两组间也无差异。几项前
瞻性研究评估了Norwood手术应用于复杂性单心室
病变的结果。Jacobs及其同事 [8] 对比了其单中心对
HLHS儿童及其他畸形使用Norwood手术的经验，他
们发现右室优势强烈预示着高死亡率。Daebritz及其
同事 [9]报道，相比131例HLHS患者，63例非HLHS患

中，体循环性左心室的患儿总生存率要比体循环性
右心室的患儿高。这可以归结于Norwood手术及二
期手术之间的死亡率。此后，两组生存率无差异。
最近进行的Fontan手术远期结果评估研究报道，心
室形态学对Fontan手术后的生存率无影响 [23,24]。这些
研究也包括了前期未行Norwood手术的患者。这些
研究结果对体循环右心室单心室病变的治疗是具有
鼓舞性的。
局限性

者的手术生存率更高，他们推断，形态上的体循环

我们研究的局限性是本研究为回顾性设计，且非

性左心室使得非HLHS组生存率更高。与我们的结果

HLHS组患儿相对较少，所有的对比都是建立在观察

相一致，另外两项研究未发现HLHS患者与其他单心

以及非随机资料的基础上。

室患者行Norwood手术的手术生存率有显著差异

[4,16]

。

在Lotto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37例主动脉转

结论

位合并功能性单个左心室患者的Norwood手术术后
结果同HLHS患者相比无差别 [20] 。除存在单个右心

我们的单中心经验表明，在目前阶段，Norwood

室外，Norwood术后的其他各种院内死亡危险因素

手术在治疗复杂性单心室病变患儿时，无论其基础解

也有报道 [1-5,16] 。在我们的研究中，唯一与患者相关

剖结构如何，都可以提供相近的好的近期和远期结

的危险因素是右侧锁骨下动脉异常。早产、HLHS或

果。这些研究结果对体循环性右心室单心室病变的治

者体循环性右心室、升主动脉直径≤2 mm、手术时

疗是具有鼓舞性的。非HLHS组复发性主动脉弓梗阻

体重过低，均未增加Norwood手术后早期失败的风

发生率较高可被解释为非HLHS出现了更多的主动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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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近端梗阻，而HLHS组则未出现。

参考文献

(崔颢 译 景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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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可调式技术在肺动脉环缩术后分阶段左室功能训练中的应用

目的：为训练左室而置入的肺动脉束带常因需调整束带松紧而再次开胸手术。本研究介绍一种经皮可调式肺动脉
束带置入技术，该装置可以在术后调整束带松紧度而无需进行二次开胸手术。

方法：经标准导管用可调式束带环缩肺动脉，并将调节松紧度的控制端置于前胸壁皮下。然后通过可调端调节束
带松紧度，而无需二次开胸。

结果：1995~2011年间，共有11例拟进行大动脉调转术的患者因需要进行形态左室训练，置入了经皮可调式肺动脉
束带。在束带置入后的平均281天内（中位数：98天；范围：0～917天），有6例患者需要进行一次或多次束带松紧度
调节（1例需要松束带、5例需要紧束带，55%）。在多普勒超声引导下，所有患者均通过显露于胸壁皮下的可调端成
功完成束带松紧度调节。

结论：该技术为手术医师提供了一种可自由地逐步调节束带的新方法，初次手术时出于安全考虑不必将肺动脉环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 144: 553-6）
缩过紧，术后可通过微创的方式逐渐增加心室后负荷。

对于年龄较大需要行大动脉调转手术的完全性
大动脉转位（d-transposition of the great arteries，

紧程度主要依靠术者的主观判断，因此，经常需要
再次手术调节环缩的松紧度。

d-TGA）患者、既往房水平调转后出现右室功能

自1995年开始，我们的一位同事（E.L.B）开

不全需手术矫正的患者，以及需要做双调转但

始使用经皮可调式肺动脉束带（Transcutaneously

形态左室压力低的矫正性大动脉转位（corrected

adjustable pulmonary artery band，TAPAB）置入技

transposition of the great arteries，c-TGA）患者，矫

术，该技术简单、有效，无需再次开胸即可调整束带

治性手术之前需要行肺动脉环缩以训练左室功能。

松紧。本研究拟对该技术及治疗结果进行报道。

由于越来越多的d-TGA患者在新生儿期接受了大动

方法

脉调转手术，同时接受过房水平调转术的患者也越
来越少，因此这两类患者较少接受肺动脉环缩，但
先天性c-TGA患者的左室功能训练仍然是一个临床

获得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我们收集了所有在

面临的难题。一些c-TGA患者会发生三尖瓣反流和

密西根大学附属CS Mott儿童医院使用TAPAB进行肺

形态右室功能减退，这时即需要经过左室功能训练

动脉环缩术的患儿资料。通过电子病例获取患者临床

之后再考虑动脉或心房水平调转、或双调转。然而
置入肺动脉束带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操作，环缩的松

资料，包括术前基本资料、心脏病诊断、多普勒/食
管超声诊断、心导管诊断、手术信息，以及随后的处
理（包括束带调节次数、接受的其他手术及近期身体
状况）。收集的资料保存在Excel表格中（Microsoft,
Redmond, WA），数据以均值或中位数，以及数值范
围表示。

TAPAB的制作和应用
将Kendall Argyle饲管（Tyco Health Care Group,
Mansfield，Mass）环绕肺动脉，以饲管的8F末端穿
过另一端的侧孔在肺动脉上打一套圈（图1）。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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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1～2天）。重症监护室平均停留时间为1.6天

缩写及缩略词
d-TGA = 完全性大动脉转位
LV
= 左心室
TAPAB = 经皮可调式肺动脉束带

（中位数：1.5天；范围：1～3天）。
在束带置入后的平均281天内（中位数：98天；
范 围 ： 0 ～ 9 1 7 天 ； 表 1 ） ， 11 例 患 者 中 有 6 例 需 要
≥1次束带调节（1例需要松束带，5例需要紧束带，

14F Coloplast男用导尿管（Coloplast，Humlebaek，
Denmark）修剪至合适长度，将其套在Kendall
Argyle饲管的后端，并将导尿管固定于饲管另一端的
侧孔周围。如此，牵拉Kendall Argyle饲管的末端即
可调节肺动脉束带的松紧度。以标准正中胸骨切开
术显露心脏后，切开上部心包显露肺动脉主干。自
左或右侧前胸壁第二肋间切一小口，将饲管的另一
端（即可调端）引出体外，以备将来调节束带松紧
之用。手术完成后通过多普勒/食管超声或直接测压
调节束带松紧度。调整至最佳松紧度之后，以钛夹
将饲管可调端固定，经皮下隧道引出胸腔后缝合伤
口以备今后之用。接受此手术患者术后典型的胸片
表现如图2所示。

55%）。在多普勒超声引导下，暴露前胸壁皮下组织
内的束带可调端进行调整，全部经皮调整过程均成
功完成。1例患儿在TAPAB术后24小时内出现心功能
不全，对其成功进行了束带松解，最终完成了充分
的左室训练并接受了双调转修复手术。1例患儿在置
入TAPAB 7天后发现肺动脉压力显著下降，故调紧
束带。然而，该患儿由于在4个月后出现进行性左室
功能衰竭，且不适合进一步接受双调转手术，最终
完全去除束带。其余4例需要调紧束带的患者中，3
例接受1次调整后接受双调转手术；1例在术后2年接
受束带调整后，又在3天后进行了一次调整，随后接
受双调转手术。
其余5例未进行束带调整的患者中，1例置入
TAPAB时间仅有1个月；1例d-TGA患儿失访；2例成
功完成左室训练并接受动脉双调转手术，无需进行

结果
1995～2011年间，共有11例患者为进行后续的

调整；1例因双室功能不全正在等待移植，束带仍在
使用中。根据置入TAPAB时的年龄进行分层的结果
发现，8例患儿小于10岁，其中7例适合行动脉调转

动脉调转手术接受了TAPAB置入术进行形态左室训

手术，1例等待进行解剖矫治术。该组平均年龄3.1

练。10例患者为先天性c-TGA，其中3例伴有室间隔

岁（范围：0.7～7岁）。大于10岁的3例患儿（分别

缺损（在本次手术之前已闭合），7例出生时室间隔

为10岁、12岁和13岁）均未转至双调转手术。其中

完整。另外1例13岁患儿被诊为d-TGA/室间隔缺损，

12岁的患儿取出了束带，10岁的患儿计划进行心脏

并在出生后不久即接受了Senning手术和室间隔缺损

移植（束带仍在使用中），13岁的d-TGA患儿进行

修补术。所有患儿均有形态右室功能不全和不同程度

Senning手术及修补术后失访。

的三尖瓣反流。患儿通过使用肺动脉束带进行左室训
练，实现左/右室压力比≥0.8的目标，以便进一步进

讨论

行动脉调转手术。然而，束带使用期间往往因为急性
左室功能不全和新发二尖瓣反流而不能达到预期目

已有数项大样本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证

标。因此，可根据上述临床指标以及多普勒超声参数

实了大动脉调转术前分阶段进行左室训练的可行性，

对束带进行调节。

并确立了相关指南 [1-4] 。尽管在大龄患儿中通过肺动

患 者 置 入 TA PA B 时 的 平 均 年 龄 为 5 . 5 岁 （ 中 位

脉束带逐渐增加后负荷进行左室训练鲜有成功，但该

数：4.2岁；范围：0.7～13.6岁）。10例患儿单纯行

技术用于低龄患儿常可成功进行左室功能训练而不引

TAPAB术，1例患儿因存在严重的反流同时行二尖瓣

起心功能不全。临床及实验室研究证据均显示，使用

修补术。置入束带未引起任何并发症，全部患者的平

不可调节束带突然对左室给予较高的后负荷，将对左

均住院时间为6.6天（中位数：5.5天；范围：4～11

室功能造成严重损害且严重影响左室训练效果 [5]。此

天）。呼吸机平均使用时间为1.7天（中位数：1天；

类手术可能导致心内膜下缺血、心肌纤维化及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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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制作经皮可调式肺动脉束带（TAPAB），详见正文。在饲管一端剪孔并将另一端穿过空洞，使饲管环绕肺动脉
（1-5）。用导尿管套在饲管外（6，7）并将其固定在饲管末端（8），经胸壁将饲管的一端穿出，通过拉紧或放松饲
管末端调节至所需的心脏后负荷（9）。

性心室功能不全。实验室研究表明，采用分阶段逐步
增加左室后负荷的治疗方案可以减少心肌纤维化的发
生，同时更有可能达到左室质量适当增加并维持正常
心室功能的目的。
传统的肺动脉环缩术需要通过多次开胸手术逐
步调节后负荷才能达到解剖矫治的要求。为改进这
一技术缺陷，已研发出多种仪器和及适应证外（offlabel）的替代性环缩技术。当前最受关注的是新近关
于FloWatch设备装置的临床研究 [6-8] 、可调式胃束带
设备的使用 [9]、以及一些被公开使用的经胸腔镜途径
的可调式自制设备 [10-13]。FloWatch设备装置的设计理
念很好，但尚未在美国上市，且不适用于所有体型患
者和所有解剖类型。
本文介绍的TAPAB是一种安全可靠、创伤小的
逐步增加左室后负荷的方法。该技术可双向调整束带
松紧，因此在左室后负荷过高或心功能不全的情况下
能够确保安全。此外，由于这一技术可靠且容易复
制，应用该技术的医师可以自由地逐步调节束带而
图2 术后胸片显示经皮可调式肺动脉束带（TAPAB）。可
见饲管环绕肺动脉，饲管带钛夹的另一端经第二肋间固
定于皮下。

无需过多顾虑束带松紧不适的安全性问题，因为在
任何时间点均无需通过开胸手术来调节松紧。在实
施TAPAB过程中未出现并发症或操作失误，我们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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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首次肺动脉束带置入后最大瞬时压差及后续的调整间期
首次肺动脉
环缩后PIPG
（mmHg）

时间
间隔

第二次肺动脉环
缩PIPG（mmHg）
之前，之后

1

45

7天

30，50

2

55

7天

30，50

3

40

NA

NA

患者
编号

第三次肺动脉环
缩PIPG（mmHg）
之前，之后

至双调转
手术的时
间间隔

NA

NA

3.8个月

50

3.6个月

取出

NA

取出

NA

NA

NA

等待心脏移植

NA

NA

NA

失访

NA

NA

2个月

80

时间
间隔

双调转手
术前PIPG
（mmHg）

4

47

NA

NA

5

40

2天

45，105

6

30

NA

NA

NA

NA

5个月

33

7

30

31个月

35，60

4天

40，55

18个月

75

8

45

19个月

40，50

NA

NA

10个月

80

9

60

NA

NA

NA

NA

9个月

83

10

40

0天

40，35

NA

NA

15个月

83

35

NA

NA

NA

NA

NA

等待双调转手术

11

PIPG ：最大瞬时压差；NA ：无数据。

信该技术可以很好地替代传统肺动脉环缩术进行左
室训练。

参考文献

(袁昕 译 王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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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 手术

旁路循环辅助下肺切除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长期生存分析：
一项系统性回顾研究

目的：对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行旁路循环下肺切除并不常见。本研究旨在系统性回顾分析已发表的旁路循环辅
助下肺切除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的相关文献。

方法：采用明确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在PubMed数据库检索自199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发表的旁路循环辅助
下肺切除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长期生存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收集的主要研究终点是生存时间。其
他几个临床变量也一并收集并进行分析。应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单变量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
模型，多变量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

结果：共有20篇文章通过搜索算法纳入本次分析。总体5年生存率为37%（中位生存时间，36±6个月）。与非计划
的或急诊旁路循环下肺切除相比（5年总体生存率为11%；中位生存时间，19±6个月），有计划的（择期）应用旁路
循环肺切除患者的生存率显著升高（5年总体生存率为54%；中位生存时间，67±19个月；P =0.006）。多变量分析证
实，非计划的应用旁路循环是患者长期生存不佳的预测因素（危险比=0.28；95% CI：0.09～0.90；P =0.033）。总体
患者术后30天和90天的围术期死亡率分别为0%和1%。

结论：过去20年的文献分析显示，对于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旁路循环辅助下行扩大肺切除可获得良好
的长期生存。而非计划的应用体外循环似乎对患者的长期生存无益。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142:1137-42）

材料和方法

尽管体外循环支持技术先进，然而在旁路循环
（circulatory bypass，CPB）辅助下行肺切除治疗胸部
晚期恶性肿瘤的报道相对较少。CPB的较少应用反映出

检索策略

外科医生不愿意接受这一有创的方法，可能是担心其

在PubMed数据库系统检索已发表的有关CPB辅
助下的肺切除的相关文献。时间范围从1990年1月1日
至2010年12月31日，纳入文献包括论著、病例系列研究
和个 案 报 道。入 选 标 准是文 献中描述的肺切 除方法
是需要CPB辅助下的意向根治性切除（intent-to-cure
resection）。文献排除标准①如果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
心肺联合手术，那么CPB主要用于心脏手术并同期行肺
切除手术；②病变侵及隆突的隆突切除手术。在入选
文献中仍需排除在大规模病例研究中包含的少数具备
CPB应用指征的隆突切除手术。

会发生不可避免的不良后果或者由CPB引起的肿瘤扩
散。本研究的目的是系统性回顾分析已发表的CPB下
肺切除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长期生存研究。

以“非小细胞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和
“体外循环”
（cardiopulmonary bypass）为关键词，应用
布尔逻辑（Boolean search）分别检索出文献32 970篇和
27 491篇（图1）。上述关键词联合检索共检出18篇文献。
19

缩写及缩略语
旁路循环
非小细胞肺癌

以“肺癌”
（lung cancer） 和 “旁路循环”
（circulatory
b y p a s s） 为 关 键 词 分别 检 索出文 献191 8 8 8 和1 2
0 9 9篇。两者联 合共 检出32篇文 献。以“体外循 环”
（cardiopulmonary bypass）、
“肺癌”
（lung cancer）为
关键词联合检索检出的文献最多，共209篇。通过分析
检出文献的标题、摘要或全文，对符合纳入标准的17篇
文献进一步分析，其他文献符合排除标准被排除研究。
进行全文阅读后另有4篇文献因其研究的参考资料入
选。然后对21篇文献的资料完整性进行彻底核查并排
除数据不实的文献，结果其中1篇被排除。最终有20篇
文献[1-20]可用于分析研究（图1，表1）。
记录和评价变量
收集的主要终点指标是生存时间。其他几个临床
变量也一并收集分析，包括年龄、性别、器官切除部
位、组织学类型、T分期、N分期、肿瘤分期、旁路循
环类型、有计划的应用旁路循环、应用诱导治疗、手
术入路、切除类型、使用新辅助治疗和研究的起止时
间。CPB辅助下行扩大手术切除的器官包括主动脉、
左心房/肺静脉、肺动脉和右心房/上下腔静脉。
当收集和分析数据时，为便于比较将临床变量设
为分类变量绝对值。对于数值型数据，基于其平均值
对分变量。
虽然采用了扩展效力提取每一篇文献的数据变
量，但是并非每篇文献提供的数据变量都很全面。由
于在提取数据过程中存在缺失数据，因而选择70%这
一任意截点（arbitrary cutoff）建立一个被认为能够合
理分析的最少数量的资料。之所以选择70%作为任意
截点是因为这些数据可以让作者们报告出具有普遍性
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提供的数据中这一截点看
起来像是自然分级法临界点（natural break）（表2）。
最后，CPB时间、达到R0根治性切除以及使用辅助化
疗或放疗的有关数据被排除分析。

研究的特征是这些变量中的单变量分析以P <0.1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我们采用自助法（bootstrpping），一种
数据重采样技术，用以验证多变量分析的模型。我们在
观察数据集中生成1000个引导程序样本的同时保留审查
百分比。在引导程序的估算基础上，重新评价3个变量
的意义。采用R2.10.1版本数据包进行统计分析。
对于研究质量或文献发表性偏倚未进行正式分
析。本研究未得到正式基金支持。本文的作者们参与
并完成了资料的收集、数据分析和文章撰写工作。无
其他人员参与以上工作。

结果
患者特征
72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5±10岁。在65例患者中
获得大多数可分析变量。在有性别报告的71例患者中
有15例（21%）为女性患者。
记录的临床变量小结如表3所述。70例患者提供了
临床分期情况。大多数患者（84%）为ⅢB期，主动脉
为最常见的切除器官（43%）。1/3的患者为鳞癌。58
例患者中有31例（53%）接受了某些诱导治疗。全肺
切除为最多的切除术式（74%）。49例患者中有27例
（55%）接受了某种辅助治疗。
单变量分析
71例患者（表 4）可用于单变量分析。在这一
群组队列中，5年生存率为37%（中位生存时间，
36±6个月）（图 2）。有计划的CPB下肺切除患者相
对于非计划的或急诊CPB下肺切除的患者生存率显
著升高（P =0.006）（图 3）。与其他纵隔器官相比，
主动脉切除患者的预后生存更佳，但无统计学显著
性意义（P =0.065）。2004年之后报道的文献的生存
率高于之前的文献报道，但这一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0.062）。剩余的临床变量[CPB的类型（常规类型
vs. 股静脉-股动脉型 vs. 被动式的主动脉分流型），组
织学类型（非鳞癌 vs. 鳞癌），诱导治疗 vs. 无诱导治
疗，手术入路（经胸入路 vs. 经胸骨正中入路）]均未
提示生存率有显著性差异。

统计分析
基于收集的临床数据应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
存曲线。特殊临床数据的分类变量之间的生存比较应用
Cox比例风险模型。多变量分析应用Cox回归模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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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量分析
多变量分析（n=52）用于分析以下3个变量：器官
切除部位（主动脉 vs. 其他器官），使用CPB（有计划

“肺癌”
（lung cancer）
191 888篇

纳入另外4篇文献

209篇中选取
17篇文献

“体外循环”
（cardiopulmonary
bypass）27 491篇

20篇文献

排除1篇

图1

的 vs. 非计划的），文献发表年份（2004年前 vs. 2004
年后）。多变量分析显示非计划的或急诊CPB下肺切
除患者的生存率显著低于有计划的CPB下肺切除患者
（P =0.033）（表 5），尽管这种显著性差异应用引导
程序评估后消失（P =0.072）（表 6）。
围术期死亡率

搜索算法

切除的高危因素，且与患者预后不良相关。Martini及
其同事[21] 发现，对于侵犯纵隔内器官的T3期和T4期肺
癌患者（不包括N2淋巴结转移的那些患者），其5年生
存率为19%，而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T4期肺癌患者的
术后5年生存率为34.8%[22]。 在西方国家的文献中很少
有关于应用旁路循环支持下肺切除的详尽报道，因此
本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患者术后30天和90天的围术期死亡率分别为0%和1%。
旁路循环下良好的生存获益，特别是有计划的施行

讨论
通常认为，肺癌侵犯重要的纵隔内大血管是手术

相比而言，据报道ⅢB期NSCLC患者应用化疗和
（或）放疗的5年生存率仅为3%～7%，其放化疗联合

表1 用于系统性回顾分析的研究
第一作者
[1]

发表年份

尽管84%的患者处于ⅢB期以及82%的病变归为T4
期，然而总体5年生存率仍高达37%（中位生存时间，
36±6个月）。当肺切除是在有计划的CPB下进行而不
是急诊情况下进行时，生存率显著升高。

研究获取病例数

表2 纳入研究的全部病例的有效数据（n =72）

1990

2

Shirakusa[2]

1991

4

Horita[3]

1993

2

器官切除部位

100（72）

Ricci[4]

1994

2

CPB类型

100（72）

Okubo[5]

1996

1

发表年份

100（72）

Ernst [6]

1999

1

病理T分期

99（71）

Sugio[7]

1999

1

手术入路

99（71）

Klepetko[8]

1999

4

肿瘤分期

97（70）

Ferguson[9]

2000

1

组织学类型

94（68）

Vaporciyan[10]

2002

1

年龄

93（67）

Hasegawa[11]

2003

11

病理N分期

90（65）

Baron[12]

2003

4

性别

88（63）

Byrne [13]

2004

7

使用诱导治疗

82（59）

de Perrot [14]

2005

7

切除类型

74（53）

Ohta[15]

2005

13

Wiebe [16]

2006

Nomori[17]
Shiraishi[18]

Kodama

临床变量

有效数据百分比（n）

有计划应用CPB

74（53）

3

使用辅助放疗

60（43）

2005

1

使用辅助化疗

56（40）

2005

5

施行R0切除

47（34）

Vojacek [19]

2006

1

CPB时间

40（29）

Shimizu [20]

2010

1

表中的斜体数值表示这些变量的有效数据<70%，因此不用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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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临床变量
TNM分期（n =70）
ⅠB
ⅡA
ⅡB
ⅢA
ⅢB
Ⅳ
器官切除部位（n=72）
主动脉
左心房/肺静脉
肺动脉
上腔静脉/下腔静脉/右心房
气管
其他器官
>1 个器官
组织学类型（n =72）
鳞癌
非鳞癌
腺癌
大细胞癌
其他类型
诱导治疗（n =58）
化疗
放疗
放化疗
肺切除类型（n=53）
全肺切除
肺叶切除
双肺叶切除
辅助治疗（n=49）
化疗
放疗
放化疗

表4 单变量分析
1（1.4%）
3（4.2%）
4（6%）
1（1.4%）
59（84%）
2（3%）
31（43%）
18（25%）
8（11%）
2（3%）
2（3%）
3（4%）
8（11%）

器官切除部位（主动脉 vs.

N

5年生存率
（%）

中位生存时间

P

71

49 vs.19

58±17 vs. 25±5

0.065

其他）
年龄（>56岁 vs. ≤56 岁）

66

33 vs.30

37±9 vs. 34±8

0.940

性别（男 vs. 女）

62

33 vs.26

38±8 vs. 31±12

0.927

组织学类型（鳞癌vs. 非鳞癌） 67

23 vs.39

28±7 vs. 45±11

0.140

T分期（T4 vs. 其他）

70

25 vs.48

30±6 vs. 57±22

0.653

N分期（N0 vs. N1+N2）

64

44 vs.17

50±13 vs. 23±5

0.209

TNM分期（≤ⅢA vs. ≥ⅢB）

69

52 vs.24

64±29 vs. 29 ±5

0.650

旁路循环类型（CPB vs. 其他） 71

23 vs.47

29±6 vs. 55±17

0.355

诱导治疗（无 vs. 其他）

59

34 vs.32

39±10 vs. 36±9

0.820

手术入路（经胸 vs. 其他）

70

26 vs.42

30±6 vs. 49±15

0.346

肺切除类型（肺叶切除 vs.

52

29 vs.17

34±15 vs. 24±5

0.244

计划应用CPB（有 vs. 无）

52

54 vs.11

67±19 vs. 19±6

0.006

研究开始时间（≥2004
vs. <2004）

71

47 vs.14

55±14 vs. 21±5

0.062

全肺切除）
32（37%）
40（63%）
27
11
2
31（53%）
12
5
14
39（74%）
13（24%）
1（2%）
27（55%）
15
10
2

一致。但这一结果与Fukuse及其同事[26] 的报道不同，
他们发现与大血管侵犯相比，若肿瘤侵犯左心房则具
有较低的生存率，Pitz及其同事[25]也发现大血管侵犯比
其他纵隔器官侵犯具有更好的生存获益。然而，一些
有关器官切除部位的研究显示出其类似的生存率。一
些切除左心房的研究报道其5年生存率介于14%～16%
之 间 [ 2 7, 2 8 ] ， 一 项 更 早 期 的 研 究 显 示 其 4 年 生 存 率 为
22%，不过这项研究中包含了T3期和ⅢA期的病例[29] 。
Venuta及其同事[30]的观察结果与之相似，在ⅢB期和肺
动脉侵犯的研究队列中，患者切除术后的5年生存率为

应用及单独应用放疗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3.7个月和
9.6个月[23]。一项Ⅱ期临床研究显示对于ⅢA期（N2）和
ⅢB期放化疗后手术的总体3年生存率为24%[24]。这组患
者中仅有40%患者为ⅢB期，其中位生存时间为19个月。

总体生存曲线

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侵犯纵隔的NSCLC为中
心型肺癌。鳞状细胞癌相对于非鳞状细胞癌更常表现
为中心性肺癌。在本研究中，鳞癌并没有比非鳞癌更
具有致命性。这一发现与某些研究结果相反[21]，但与
其他一些有关局部晚期肺癌的手术切除的研究结果相
似，即组织学类型并不是显著的预后相关因素[22,25]。

生存率

组织学类型对旁路循环辅助下肺切除无显著意义

器官切除部位不如其他因素重要
除组织学类型外，其他因素在预测CPB下肺切除
的生存获益方面有重要意义。器官切除部位并不是这
些重要因素之一，这与Yildizeli及其同事[22]的研究结果
22

年

图2 总体生存率

表6 应用引导程序的多变量分析

有无计划CPB下手术分层患者的生存曲线
计划的CPB下手术
非计划的或急诊CPB下手术

病例数

危险比（95% CI）

P

器官切除部位(主动脉 vs. 其他）

26 vs. 26

1.11（0.31～4.59）

0.879

计划旁路循环（有 vs. 无）

40 vs. 12

0.28（0.06～0.97）

0.072

研究开始时间（≥2004 vs. <2004） 38 vs. 14

0.58（0.21～1.50）

0.306

生存率

CI ，可信区间。

发现，对于侵犯纵隔器官的NSCLC患者来说，淋巴结
分期为N0–1期和N2期的中位生存时间不同，依次分别
为16个月和9个月。Bernard及其同事[38]也发现侵犯纵隔
器官的T4期肺癌，当其上、下纵隔淋巴结均受累时，
患者的预后生存率显著下降。由于本研究缺乏足够的
样本量，这可能影响其说服力以及对上述发现的诠
释。其他局限性是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报告
偏倚。
年

图3 计划的与非计划的CPB下手术分层患者的生存比较。
CPB ，旁路循环。

19%。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切除上腔静脉的患者5年生
存率为21%[31]。Misthos及其同事的研究[32]与上述结果
不同。他们的少数病例研究显示切除主动脉的患者5年
生存率高达30.7%，但是其包括仅侵犯覆盖于主动脉上
的壁层胸膜的病例。Grunenwald认为这仅仅是侵犯胸主
动脉外膜的病变，应该归于T3期而不是T4期[33] 。总体
来讲，这些研究结果体现了无CPB辅助下的手术切除预
后结果与本研究观察到的结果一致，即，基于特定器官
切除之上的患者术后的生存没有显著性差异。
淋巴结分期在预测旁路循环队列患者的生存率方面并
不重要
大量的临床研究致力于探究局部晚期肿瘤中淋巴
结分期对生存率的影响。一般来说，淋巴结分期越晚
预示其长期生存越差 [3 4]，抽样数据 [35 ] 也是如此，因
而认为是正确的 [36 ] 。本系统性回顾研究的发现与上
述结论恰好相反。本研究发现，淋巴结分期（N0 vs.
N1–2）对预后生存更佳或不良不具有预测性。这与其
他一些研究结果不一致[7,9]，Doddoli及其同事[37]的研究
表5 多变量分析
危险比（95% CI）

P

26 vs. 26

1.11（0.34～3.67）

0.863

40 vs. 12

0.28（0.09～0.90）

0.033

研究开始时间（≥2004 vs. <2004） 38 vs. 14

0.58（0.23～1.45）

0.243

病例数
器官切除部位(主动脉 vs. 其他）
计划旁路循环（有 vs. 无）

CI ，可信区间。

研究局限性
尽管发表偏倚没有进行正式评估，但是完全性切
除的病例报道相对于非完全性切除的病例报道必然存
在明显的偏倚。认为预后不良的人群获得良好的生存
获益，这一点在统计学上得到了证实。或许不仅仅是
生存率，文献中报道的这组研究人群极低的围术期死
亡率也提示其可能是偏倚人群。这也就是说成功获得
CPB辅助下完全性切除的病例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本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性是，这些回顾性文献所提
供的数据不完整导致用于分析的数据有限。并且，大
部分的个案报道和病例系列研究只有5例甚至更少的病
例。不过，来自本研究群组患者的数据的70%可用于
临床变量分析。尽管本研究或许并未严格执行通常意
义上的统计学处理，但作者认为这是数据处理能够达
到一定水平稳健性的合理尝试。
最后，本研究纳入了接受了不完全CPB的病例，
因此分析的病例中出现了异质性。不过，这种异质性
或许可以证明其合理性，因为这并不能掩盖事实，即
施行一项手术需要某些形式的辅助循环支持，而在这
些常规手术过程中使用的辅助循环支持并非生理性过
程。此外，上述事实也没有产生理论上的削弱作用，
凭直觉认为经过体外循环的肿瘤细胞会导致二次转移
从而使长期生存更差 [39]，尽管关于这一问题仍存在争
议 [40,41]。与上述情况类似，有少数患者的分期低于Ⅲ
期，或许人们认为其有更好的生存获益倾向，因此在
预期生存上存在异质性。当然，对解决后述两个问题
的争论，作者认为还可以将同时患有心脏疾病和恶性
肿瘤并且同期行心脏和肺部手术的患者增加为对照组
23

进行分析，但是这不在本回顾性研究的范围之内。

结论
本研究认为，对于精心挑选的局部晚期NSCLC患
者，在CPB辅助下行扩大手术切除可获得良好的生存
获益。有计划并正确的应用CPB可以获得最佳获益。
不过，这一良好生存获益是建立在一小部分具有独特
特征的NSCLC患者的基础上，因而对其研究结果需持
谨慎态度。

参考文献

(王猛 译 张逊 校)
24

非小细胞肺癌5年生存期并不等于治愈：以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
结果为基础的10~18年生存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5年生存率是评价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确诊后长期生存最常用的基准。超过5年的生存数据较少。我们试图阐
明患者10~18年生存率的影响因素。

方法：1988~2001年间，共有31 206例确诊后存活至少5年并在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数据库中注册的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被纳入本研究。主要研究终点为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和总生存率。生存分析包括Kaplan-Meier法、多变
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竞争风险模型。

结果：10、15和18年的总生存率分别是55.4%、33.1%和24.3%。10、15和18年的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分别是76.6%、
65.4%和59.4%。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鳞癌的疾病特异性生存率优于腺癌（风险比，0.88；P <0.0001），但总生
存率则差于腺癌（风险比，1.082；P =0.0002）。全肺切除术（风险比，0.44）和肺叶切除术（风险比，0.474）患者的
疾病特异性生存率优于未手术的患者（P <0.0001）。左肺肿瘤（风险比，0.723；P =0.036）和淋巴结阴性（风险比，
0.562；P <0.001）患者的疾病特异性生存率较高，但总生存率升高则不很明显。

结论：对于非小细胞肺癌5年幸存者，在确诊后的18年内仍持续存在肺癌死亡风险。半数以上5年幸存者的死亡与肺
癌有关。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淋巴结阴性、肺叶或扩大切除是长期生存（即10~18年）的独立预后因素。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3:1307-1313）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最常见的非表皮性质癌症，2010年大约
有222 520例新发病例 [1] ，初诊肺癌患者中仅有15%
能生存5年 [2] 。在NSCLC中，5年生存率是最基本的
评定标准，甚者有时认为5年生存率就代表着疾病
治愈 [3] 。另有一些研究者声称，5年生存率用作治愈
标准是不恰当的，同时他们推荐用10年生存率作为
“治愈的恰当标准” [4]。但是前瞻性研究长期生存率
的代价很高，且超出5年生存期的研究数据稀少。

先前的研究指出，5年生存率与10年生存率具有
等同的价值。国际早期肺癌筛查项目筛查出约30 000
病例，其中484例预期存活5、10年以上者大多数为
早期，即Ⅰ期肺癌 [5]。很明显这是一组高选择的早期
肺癌病例。1999年，Memorial Sloan Kettering癌症研
究中心报告了1973~1989年间有效手术切除后长期生
存的686例肺癌患者，其中Ⅰ期肺癌患者的10年生存
率估计为93%，Ⅱ和Ⅲ期肺癌患者的10年生存率约
为92%。在这项686例患者的研究中，包括年龄、性
别、组织学类型或者分期在内的变量因素均未被用于
预测肿瘤晚期复发[6]。
我们试图应用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监测、流行
病学和最终结果（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SEER）数据库来评估NSCLC的长期生存率。
这些数据描绘了全美的社会经济学和地理学种群的横断
面分析，并且能够分析个体变量、分期和治疗因素对长
期生存率的影响。我们试图进一步阐明长期生存率，并
且分析10、15以及18年生存率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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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m、≥3 cm的标准分类后进行单因素分析。

缩写及缩略词
DSS
HR
NSCLC
OS
SEER

=
=
=
=
=

患者年龄以诊断和初次治疗时间为准。肿瘤的

疾病特异性生存率
风险比
非小细胞肺癌
总生存率
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

组织学分期依据国际肿瘤疾病分类标准 [7] 分为6种不
同类别：鳞状细胞癌（8050–8123，8562）、腺癌
（8140，8141，8250–8323，8480–8550，8572）、
大细胞癌（8012–8031）、腺鳞癌（8560，8570）、
未知组织学分型（8000，8010，未知值）以及其他，
包括梭形细胞癌、粘液样表皮细胞恶性肿瘤和类癌。

材料与方法
研究人群来自国家癌症研究中心SEER数据库

外科手术分型为：全肺切除术、肺叶切除术（伴有或
者不伴有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术）、亚肺叶切除术（楔
形切除术或者肺段切除术）或未手术。肺组织切除活

1988~2001年间具有完整5年随访记录的NSCLC患者

检以及其他未行治愈性意向治疗手术者归入“未手

（截止于2006年至少5年）。SEER数据库是一个来

术”组。

自美国12家基于癌症人群注册的多机构、以社区为

年龄18岁以上，存活60个月或更长的NSCLC患

基础的癌症登记注册机构的数据库。它包含了人口学

者共51 072例，其中34 572例是在1988年或以后确诊

资料、临床资料、病理学资料以及生存数据，经Case

的。排除原位癌后，剩余34 510例。排除手术类型不

Western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豁免患者签署知情同意

明及手术资料缺失者后共有31 206例可纳入分析。

书，文件号Exempt-CC010-2008。

确诊后存活（包括带病生存）至少5年者被纳入

采集患者的年龄、诊断年份、性别和种族、肿瘤

研究。根据SEER数据库收集的医院和死亡认证机

的部位、组织学、大小、受累淋巴结、区域以及远处

构，依第10次修订的国际疾病分类法 [8] 判定死亡原

扩散/转移、分期、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

因。OS是从确诊日期开始至死亡日期和最后随访日

（以月份计算）以及死亡原因等数据。肿瘤的大小以

期存活者计算。疾病特异性生存率（disease-specific

表1 诊断或初次治疗时患者及癌症特征
N（%）

因素
男性
组织学类型
腺癌
腺鳞癌
大细胞癌
其他类型
鳞癌
未知类型
分期
IA/IB
IIA/IIB
IIIA/IIIB
IV
T分期
T1
T2
T3
T4
未知分期
M分期
M0
M1

26

15 118 (48.45)
15 876 (50.87)
716 (2.29)
1980 (6.34)
2373 (7.60)
8098 (25.95)
2163 (6.93)
11 030/10 659 (69.50)
829/775 (5.14)
2210/4206 (20.56)
1497 (4.80)
12 985 (41.61)
14 352 (45.99)
1157 (3.71)
2146 (6.88)
566 (1.81)
29 709 (95.20)
1497 (4.80)

因素
肿瘤部位
0（未配对分布）
1（右侧）
2（左侧）
3（仅一侧）
4（两侧）
9（配对分布）
手术类型
肺叶切除术
未手术治疗
全肺切除术
亚肺叶切除术
种族
白人
黑人
其他
N分期
N0
N1
N2
N3
未知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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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5 (0.02)
18 004 (57.69)
12 936 (41.45)
29 (0.09)
93 (0.30)
139 (0.45)
21 423 (68.65)
4679 (14.99)
2203 (7.06)
2901 (9.30)
26 601 (85.24)
2668 (8.55)
1937 (6.21)
23 847 (76.42)
3178 (10.18)
2924 (9.37)
415 (1.33)
842 (2.70)

（单因素分析）
表2 Kaplan-Meier法对总生存率的分析（%）

总生存率

n

OS（95% CL）
DSS（95% CL）

确诊后时间（年）
危险患者数：OS 31 206
危险患者数：DSS 30 906

8446
8410

1754
1748

304
302

图1 生存超过5年的非小细胞肺癌疾病特异性生存率
（上面红线所示）和总生存率（下面黑线所示）曲线
图；CL ：可信区间；DSS ：疾病特异性生存率；OS ：总
生存率。

survival，DSS）的测算是从确诊日期开始至死于肺
癌日期和最后随访日期存活者或死于非肺癌原因者。
根据第10次修订的国际疾病分类法的专家登记输入编
码，收集州卫生部门或其他来源，譬如国家死亡指数
或州间数据交换的记录数据来确定是死于肺癌本身或
非肺癌原因。
在单因素分析中用Kaplan-Meier分类变量分析
法估算OS和DSS。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 [9] 及
竞争风险模型 [10,11] 进一步分析在单因素分析时影响
OS和DSS的重要因素。多变量回归模型包括年龄
（岁）、性别、组织学、肿瘤部位、TNM分期和手
术类型等变量，用于测定OS和DSS。所有检验均为
双向检验。T分期和N分期单变量分析显示OS和DSS
有显著差异者，再用对数秩检验+Tukey法的多重比
较进一步测定。

结果
总计31 206患者符合此项研究的入选标准，中位

总人群
31 206
年龄
<60岁
9211
60~70岁
12 365
>70岁
9630
肿瘤大小
<3 cm
15 091
≥3 cm
13 631
性别
男性
15 118
女性
16 088
肿瘤位置
1（右侧）
18 004
2（左侧）
12 936
4，9（双侧，配对） 232
组织学类型
腺癌
15 876
716
腺鳞癌
1980
大细胞癌
2373
其他类型
8098
鳞癌
2163
未知类型
手术类型
21 423
肺叶切除术
4679
未手术治疗
2203
全肺切除术
2901
亚肺叶切除术
T分期
12 985
T1
14 352
T2
1157
T3
2146
T4
566
未知分期
N 分期
23 847
N0
3178
N1
2924
N2
415
N3
842
未知分期
M 分期
29 709
M0
M1
1497

P值

5年

10年

15年

18年

99

55.4

33.1

24.3

99.4
98.7
98.6

71.8
55
39.6

54.6
30.6
13.6

46
20
6.5

99.1
98.8

58.2
54

36.3
30.8

27.4
21.3

<0.0001

98.9
98.9

52.7
58.1

29.7
36.7

20.7
28.2

<0.0001

98.9
98.8
98.3

56.2
54.5
43.9

34.3
31.5
26.7

26.4
21.5
26.7

98.9
99
99
99.7
98.9
97.5

56
55
56.6
80.4
49.4
44.6

34.4
30.6
32.4
64.1
24.7
24.7

25.3
22.9
24.6
58.9
15.6
14.9

99.2
97.6
99.1
98.6

59.7
36.9
59.5
47.6

36.5
18.1
36.4
25.8

26.9
11.2
28.7
19.1

99.0
98.9
98.4
98.1
98.1

58.0
54.9
53.0
47.6
40.4

36.0
32.0
32.0
25.4
20.6

26.7
23.0
23.2
19.9
18.3

<0.0001

99.0
98.8
98.1
99.0
98.0

57.8
52.1
44.3
46.6
39.8

35.1
28.7
24.5
30.1
21.6

26.1
19.7
16.5
13.4
18.1

<0.0001

98.9
98.1

56.1
40.7

33.5
22.0

24.6
16.2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年龄为66岁（范围，18~103岁），患者在诊断与初
次诊治时癌症的特征总结于表1。70例（69.5%）处

为24.3%。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年龄、

于疾病的ⅠA/ⅠB期，大部分患者接受了外科手术治

性别、肿瘤大小、淋巴结状况、转移性疾病状况、肿

疗；4679例（15%）未尝试治愈性手术。OS和DSS生

瘤部位、组织学类型、分期以及治愈性手术类型的总

存曲线如图1所示。

生存率有显著差异，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T2与T3之

OS数据分析的单变量Kaplan-Meier分析结果

间以及T2与T4之间没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2。数据表明患者自确诊之日起10、15和18年

淋巴结分期对OS有显著影响。N1相对于N0的风险比

（1988~2006年最长存活时间）的生存率数据。全组

（hazard ratio，HR）为1.325，N2相对于N0的HR为

31 206例的10年生存率为55.4%，15年为33.1%，18年

1.254，N3相对于N0的HR为1.116。此外，OS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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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回归）
表3 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总生存率（%）
因素
年龄（年增加）
性别（男 vs. 女）
组织学类型
其他组 vs. 腺癌
腺鳞癌 vs. 腺癌
大细胞 vs. 腺癌
鳞癌 vs. 腺癌
未知类型 vs. 腺癌
手术类型
全肺切除 vs. 未手术
亚肺叶切除 vs. 未手术
肺叶切除 vs. 未手术
肿瘤位置
4, 9 vs. 右侧
左侧 vs. 右侧
T 分期
T2 vs. T1
T3 vs. T1
T4 vs. T1
未知 vs. T1
N 分期
N1 vs. N0
N2 vs. N0
N3 vs. N0
未知 vs. N0
M期
M1 vs. M0
种族
黑人 vs. 白人
其他 vs. 白人

HR（95% CL）

P

参数估计

SE

HR

0.044
0.154

0.001
0.018

1.045
1.166

(1.043~1.047)
(1.125~1.209)

<0.0001
<0.0001

－0.704
0.006
－0.065
0.079
－0.01

0.049
0.059
0.036
0.021
0.039

0.494
1.006
0.938
1.082
0.991

(0.449~0.544)
(0.896~1.129)
(0.873~1.007)
(1.038~1.128)
(0.918~1.069)

<0.0001
0.921
0.077
0.0002
0.808

－0.58
－0.235
0.558

0.046
0.041
0.032

0.560
0.791
0.572

(0.511~0.613)
(0.730~0.856)
(0.537~0.610)

<0.0001
<0.0001
<0.0001

0.021
－0.202

0.018
0.110

1.022
0.817

(0.986~1.058)
(0.658~1.014)

0.235
0.067

0.053
0.115
0.096
－0.025

0.020
0.049
0.040
0.082

1.055
1.122
1.101
0.975

(1.015~1.096)
(1.020~1.234)
(1.017~1.192)
(0.830~1.146)

0.007
0.018
0.018
0.760

0.282
0.226
0.110
－0.007

0.029
0.034
0.084
0.062

1.325
1.254
1.116
0.993

(1.252~1.404)
(1.173~1.340)
(0.947~1.316)
(0.879~1.122)

<0.0001
<0.0001
0.189
0.912

0.188

0.052

1.207

(1.089~1.337)

0.0003

0.093
－0.213

0.031
0.039

1.097
0.808

(1.032~1.167)
(0.749~0.873)

0.003
<0.0001

SE ，标准误；HR ，风险比。

淋巴结分期配对间比较（即N1 vs. N2，N1 vs. N3，

预测DSS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治愈性外科手术类型对

N2 vs. N3）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多重比较校正后

预测DSS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001）。15年时，

P <0.004）。

全肺切除者的DSS为68.8%，肺叶切除者的DSS为

由于数据库中未列出死亡原因，有300例在DSS
分析时被排除。在数据收集、审核结束时仍存活的病
例被纳入研究。DSS的Kaplan-Meier单变量分析结果
如表4所示。

69.2%，亚肺叶切除者的DSS为61.0%，未接受治愈性
外科手术者的DSS 为43.8%（图2）。
表5显示DSS的多变量竞争风险模型分析
结果。年龄每增加1岁，疾病特异性HR为1.021

全组30 906例单变量分析结果显示，10年DSS为

（P <0.0001）。男性和腺癌组织性分型的DSS相对较

76.6%，15年为65.4%，18年为59.4%。根据年龄分

差。左侧肿瘤优于右侧，DSS较高且差异具有显著统

组，三个年龄组之间有显著统计学差异。15年生存率

计学意义（HR，0.723；P =0.036）。与未接受治愈

分析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01）：<60岁者

性手术者相比，多因素分析显示手术治疗者可在疾病

（DSS，73%），60~70岁者（DSS，61.6%），≥70岁

特异生存率方面获益：全肺切除者（HR，0.440）、

者（DSS，60.8%）。与OS结果相反，60~70岁组和

肺叶切除者（HR，0.474）、肺叶部分切除者（HR，

≥70岁组的DSS相同。

0.710）（P 值均<0.0001）。

性别、肿瘤大小、TNM分期以及组织学分型对
28

与T1期肿瘤相比，晚期肿瘤（T2、T3、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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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DSS明显差于T1期。淋巴结阳性者的DSS明显差

（单因素）
表4 Kaplan-Meier法分析疾病特异性死亡率（%）

于阴性者（N1 vs. N0：HR，1.607；N2 vs. N0：
HR，1.464； N3 vs. N0： HR，1.339）。此外，不
同淋巴结分期的生存率之间有显著统计学差异（N1
vs. N2、N2 vs. N3、N1 vs. N3、P 值均<0.0001）。
将N0期患者与所有淋巴结阳性者（N1或N2或N3）
一起分别进行多变量分析显示，OS的HR为1.293
（P <0.0001），DSS的HR为1.538（P <0.0001）。

讨论
这项对生存5年以上的NSCLC患者的SEER回顾
性分析显示，5年生存期并不能代表治愈，肺癌5年幸
存者约半数仍死于肺癌。
本研究有几项重要的局限性。首先，尽管SEER
的数据库覆盖面很广，但是数据之准确性有赖于执业
医师提交的数据精确性 [12] 。死亡原因是肺癌还是非
肺癌原因归类并不十分明确。化疗相关性的中性粒细
胞减少性感染所致的死亡常归类于肺癌相关死亡。全
肺切除术6年后死于肺炎者尽管会因填写死亡证明者
的判断而异，但可能不归类于肺癌原因死亡。第二，
SEER数据库不包括有关化疗的数据，放疗者也因仅
占10%而被排除在外。第三，SEER数据库中对DSS
的分析没有区分是死于原发肿瘤还是死于新发的肺原
发肿瘤。据估计早期肺癌切除后每年有1%～2%的新
发肺癌 [13]。这就意味着确诊肺癌后存活15年者，累积
有22.5%的继发性原发肺癌几率。尽管大多数新发肺
癌患者可以被早期发现，但对长期生存有负面影响。
最近一篇关于Ⅰ期NSCLC治愈性切除的文献指出，
术后前2年存在早期复发率，术后14年内存在低水平
恒定的异时性原发癌的复发率[14]。
尽管淋巴结分期对OS和DSS均有重要影响，但呈
非线性关系，研究分析发现N1期患者的HRs最差（表3
和表5），N2期和N3期患者的OS和DSS较好。尽管出

总人群
年龄
<60y
60~70y
>70y
肿瘤大小
<3 cm
≥3 cm
性别
男性
女性
肿瘤位置
1（右侧）
2（左侧）
4，9（双侧）
组织学类型
腺癌
腺鳞癌
大细胞癌
其他类型
鳞癌
未知类型
手术类型
肺叶切除术
未手术治疗
全肺切除术
亚肺叶切除术
T分期
T1
T2
T3
T4
未知
N 分期
N0
N1
N2
N3
未知
M 分期
M0
M1

P

n

5年

10年

15年

18年

30 906

99.3

76.6

65.4

59.4

9136
12 232
9538

99.6
99.2
99.3

82.2
74.8
72.7

73
61.6
60.8

67.9
54.2
54.9

14 963
13 493

99.5
99.2

79.2
75.2

69.2
62.5

63.8
55.5

<0.0001

14 962
15 944

99.4
99.3

75.8
77.4

64
66.7

57.8
61

0.0005

17 835
12 807
230

99.4
99.3
99.1

77
76.2
66.9

66
64.6
58.7

60.3
58.2

15 723
709
1953
2361
8020
2140

99.3
99.7
99.4
99.9
99.5
98.4

74.9
77.8
77
95
75.6
69.1

63.7
62.9
63.4
92.4
61.9
57.6

56.5
62.9
57.9
91.9
55.7
51.3

21 227
4611
2191
2877

99.5
98.5
99.5
99.4

80.2
58.3
79.7
72

69.2
43.8
68.8
61

63.4
35.7
64.3
52.7

12 880
14 198
1145
2125
558

99.5
99.3
99.1
98.7
98.6

79.3
76.4
71.4
67.1
62.5

69.3
64.5
59.4
53.6
45.1

63.0
58.4
58.1
46.4

<0.0001

23 627
3153
2880
414
832

99.0
99.0
98.6
99.5
98.9

79.7
70.9
62.2
62.9
62.7

68.9
58.8
50.4
50.5
43.7

63.1
52.5
40.7
44.9
40.3

<0.0001

29 425
1481

99.4
98.6

77.3
60.1

66.2
45.2

60.1
41.4

<0.0001

<0.0001

0.01

<0.0001

<0.0001

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可能反映了N1
期疾病病理学确认的高度（仅在术中确定）而不是相
对较常见的非病理学确认的N2或N3淋巴结病变（锁骨

SEER数据库中分类标记为“其他类型”的肿瘤，

上或对侧气管）。超过5年以后，N2期与N3期将不再

OS的HR为0.494（P <0.0001），DSS的HR为0.250

如5年以内一样，对预测生存价值产生负面影响。淋巴

（P <0.0001）。尽管本研究没有进行专门分析，毋庸

结阳性在初步诊断及治疗后的10、15、18年持续影响

置疑这些患者大部分是类癌患者。Wada及其同事[3]在

生存率。尽管超过T1期以上的患者之间未见显著性差

先前的一个小样本研究中指出，年龄、N分期、完全

异，但是肿瘤分期对OS和DSS均有重要影响。

手术切除与非完全手术切除对5年以后生存率预测的

肿瘤组织学分型对长期生存率有重要影响。在

重要性，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腺癌与鳞癌之间的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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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特异性生存率

P 值＜0.0001
肺叶切除术
未手术
全肺切除术
亚肺叶切除术

确诊后时间（年）

危险患者数：肺叶切除术
危险患者数：未接受手术
危险患者数：全肺切除术
危险患者数：亚肺叶切除术

21 227
4611
2191
2877

6466
650
615
676

13 672
87
154
137

231
15
30
25

图2 不同手术类型5~18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曲线。肺叶切除术与全肺切除术者生存率较好；

异[5]。肺癌研究组报告术后5年以内，鳞癌患者的无疾
病生存率更具优势，但5年以后则无此生存优势 [15] 。

这只是一项仅有21例存活5年以上的小样本研究。在
本研究中，与腺癌相比，鳞癌的长期OS较差（HR，

表5 Cox竞争风险模型分析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多因素回归）
因素
年龄（年增加）
性别（男 vs. 女）
组织学类型
其他组 vs. 腺癌
腺鳞癌 vs. 腺癌
大细胞 vs. 腺癌
鳞癌 vs. 腺癌
未知类型 vs. 腺癌
手术类型
全肺切除 vs. 未手术
亚肺叶切除 vs. 未手术
肺叶切除 vs. 未手术
肿瘤位置
4, 9 vs. 右侧
左侧 vs. 右侧
T 分期
T2 vs. T1
T3 vs. T1
T4 vs. T1
未知 vs. T1
N 分期
T2 vs. T1
T3 vs. T1
T4 vs. T1
未知 vs. T1
M期
M1 vs. M0
种族
黑人 vs. 白人
其他 vs. 白人
，标准差；

30

P

参数估计

SE

HR

HR 95% CI

0.020
0.053

0.001
0.027

1.021
1.054

(1.018~1.023)
(0.999~1.113)

<0.0001
0.053

－1.587
－0.136
－0.215
－0.132
－0.234

0.104
0.092
0.054
0.033
0.057

0.205
0.873
0.807
0.877
0.791

(0.167~0.251)
(0.729~1.045)
(0.725~0.898)
(0.822~0.935)
(0.708~0.885)

<0.0001
0.139
<0.0001
<0.0001
<0.0001

－0.821
－0.342
－0.746

0.068
0.060
0.046

0.440
0.710
0.474

(0.385~0.503)
(0.631~0.799)
(0.433~0.519)

<0.0001
<0.0001
<0.0001

0.028
－0.325

0.027
0.155

1.028
0.723

(0.975~1.085)
(0.534~0.979)

0.305
0.036

0.106
0.255
0.2
－0.005

0.030
0.069
0.057
0.107

1.111
1.290
1.221
0.995

(1.047~1.180)
(1.127~1.476)
(1.092~1.366)
(0.806~1.227)

0.0005
0.0002
0.0005
0.96

0.474
0.381
0.292
0.084

0.042
0.047
0.104
0.084

1.607
1.464
1.339
1.088

(1.480~1.744)
(1.335~1.606)
(1.092~1.640)
(0.923~1.283)

<0.0001
<0.0001
0.005
0.316

0.313

0.069

1.367

(1.195~1.564)

<0.0001

0.106
－0.079

0.046
0.055

1.112
0.924

(1.017~1.216)
(0.830~1.028)

0.020
0.148

，风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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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P =0.0002），但是其长期DSS较好（HR，
0.877；P =0.0001）。这可能与鳞癌患者合并症多有
关，因为这些特殊组织学亚型的NSCLC患者多有吸烟
史。相对于腺癌来说，鳞癌DSS的改善可能暗示，它
本身转移扩散的危险低于腺癌。
年 龄 对 O S （ H R ， 1 . 0 4 5 ；P < 0 . 0 0 0 1 ） 和 D S S
（HR，1.021；P <0.0001）均有显著影响。对于OS
来说，年龄每增加1岁大约增加5%的死亡危险；而
NSCLC患者首诊以后生存期超过5年者，年龄每增加
1岁大约增加2%的死亡危险。年龄增加会影响个体对
肺癌生存并发症的耐受能力，因而影响DSS。男性对

结果的文章，辅助化疗的生存获益在晚期随访中丧
失。在前5年，化疗后死亡的HR为0.86（P =0.01），
但5年以后的HR为1.45（P =0.04）。晚期死亡病例中
有一些可能死于化疗药物的毒性。在这些死亡患者
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如不进行化疗，可能延迟癌症
相关死亡时间。5年以后仍有相当数量的患者死于癌
症的新理念应纳入将来的试验中。
作者感谢Julie Worthington在统计学分析和其他
方面的贡献。

参考文献

OS（HR，1.166；P <0.0001）有相同的负面影响，
但是对DSS的影响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差异（HR，
1.054；P =0.053）。
全肺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均可延长OS和DSS。
SEER数据库没有对并发症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并发
症却能影响OS，也可以较轻程度地影响DSS。相对于
手术条件较好的患者，肺功能在临界线或有其他并发
症患者中经常倾向于小范围的肺切除，而这样又会影
响结果。与亚肺叶切除相比，肺叶切除和肺大块切除
者有持续的明显高DSS优势提示，肺叶切除和肺大块切
除的优势大于并发症的危害。由于缺乏前瞻性随机研
究，难以确定切除范围对长期生存的影响。当前，少
见这样的研究，仅肺癌研究组报告Ⅰ期肺癌行肺叶切
除和亚肺叶切除的5年生存率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16]。
左侧肺癌有38%的较好的长期无疾病生存率，至
于长期生存并未描述。右全肺切除的死亡率略高于左
全肺切除早有定论 [17]。至于长期存活，更大范围的肺
切除（右全肺切除术 vs. 左全肺切除术，右肺承担了全
部肺功能的60%）可能会增加远期肺炎和呼吸性死亡
的危险。本组研究中仅7%的患者接受了全肺切除术。

结论
许多患者在临床医师认为“治愈”（5年）以后的
长时间内仍死于肺癌，这一发现不仅对预后，而且对
治疗和临床试验设计也有警示意义。随着新的低毒性
药物的研发，正在探索NSCLC的维持化疗理念[18]。肺
癌死亡发生于5年之后的数据结果提示，如能开发出
这种药物，对远期生存获益有重大意义。此外，目前
对NSCLC切除术后辅助化疗的长期随访结果证实，长
期存活者化疗的生存获益可能已丧失 [19]。国际辅助治
疗肺癌试验发表了一篇长期随访（中位随访90个月）

(田辉 译 吴树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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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与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比较：外科高危
患者的倾向指数评分分析

目的：最近，对高危患者推崇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ranscatheter aor tic valve implantation，TAVI），以减
少围术期风险。通过倾向指数评分分析，我们比较了TAVI与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AVR）的效果。

方法：自2009年6月至2010年6月，82例连续患者行TAVI，包括经心尖途径（n=60）和经股动脉途径（n=22），采用
Edwards Sapien人工瓣膜（Edwards Lifesciences，Irvine，Calif）。患者平均年龄81.9±5.2岁，女性64.6%。逻辑
EuroSCORE评分为23.6%±1.4%，胸外科医师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评分为8.7%±1.3%。从
我们数据库选出82例行外科AVR的患者作为对照组，两组的基线人口统计学资料和典型危险因素相似。

结果：30天（7.3% vs. 8.6%）、90天（13.6% vs. 11.1%）或180天（17.8% vs. 16.9%；P =0.889）时，TAVI组总死亡率与
AVR组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2例TAVI患者被迫改为AVR手术。围术期卒中事件发生在两组各有2例（2.4%），因新
发房室传导阻滞而植入心脏起搏器者，TAVI组和AVR组分别为3.7%和2.4%（P =1.0）。与AVR组相比，TAVI组患者
手术时间（P <0.001）、机械通气时间（P <0.001）和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留住时间（P =0.008）均较
短。但两组总住院时间无显著差异（P =0.11）。

结论：据我们的经验，两种手术的死亡率无差异，行TAVI的患者术后恢复较快。在获得更多的临床资料前，还应
根据每位患者的个体情况来决定最佳治疗方案。(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3:64-71）

钙化性主动脉瓣狭窄是进展性、不可逆性病

或外科高危患者 [5] 的围术期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

变，如果不处理，预后很差。一直以来，人工生物

也不高，可作为新治疗选择的临床标准。AVR能长

瓣膜或人工机械瓣膜置换是唯一长久的治疗选择。

期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短期和长期生存

按照高标准化方法，行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aortic

率。由于AVR的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低，无症状的

[1-4]

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也应行AVR [6] 。然而，临床

valve replacement，AVR），即使80岁以上患者

上相当多的患者因为推测的或现实的手术禁忌证，
或因合并症而手术风险极高，最终被否决手术 [7]。因
为这类高危患者的增多，创伤性较小的、在心脏跳
动下经股动脉逆行或者经心尖顺行主动脉瓣植入术
（transapical antegrade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
TAV I ） 应 运 而 生 并 应 用 于 Ⅰ 期 主 动 脉 瓣 植 入 术
的 临 床 实 践 [8,9]， 或 同 期 行 经 皮 冠 状 动 脉 介 入 治 疗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s，PCI） [10] ，
甚至行二次瓣中瓣（valve-in-valve）手术 [11] 。本研
究分析了行TAVI治疗的82例连续患者的结果，并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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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缩写及缩略语
AVR
= 主动脉瓣置换术
LVEF
= 左室射血分数
NYHA
= 纽约心脏病协会
PARTNER = 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入（试验）
PPM
= 患者-人工瓣膜不匹配
TAVI
= 经心尖顺行主动脉瓣植入术

LVEF）、LVEF中度下降（30%~50%）、LVEF重度
下降（<30%）、卒中病史、脑血管疾病、周围动脉
疾病、冠状动脉疾病、肌酐、糖尿病、动脉高血压、
肺动脉高压大于60 mmHg、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
阻塞性肺病全球倡议Ⅱ级）、恶性肿瘤、既往心脏手术
史、心房颤动和起搏器植入史。患者术后随访180天。
两组前瞻性队列的患者资料详见表1。

经倾向指数评分校正的外科AVR对照组进行比较。

患者与方法
自2009年6月至2010年6月，82例重度主动脉瓣
狭窄连续患者，经心尖途径（n=60）或经股动脉途
径（n=22）行TAVI，采用Edwards Sapien球囊扩张牛
心包瓣膜（Edwards Lifesciences，Irvine，Calif）。行
TAVI或AVR的治疗决策是由专门跨学科的心脏协作团
队（包括心脏外科医师、介入或非介入心内科医师、
心脏麻醉科医师和ICU医师）经正规程序最终决定。

统计学分析
分类变量的数据以绝对数和百分比表示，连续变
量的数据以平均值和标准差表示。二元变量的比较采
用Fisher精确检验，连续变量的比较采用t 检验。分类
变量的趋势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至事件
时间的分析采用Kaplan-Meier分析和log-rank检验。多
重检验分析报告的P 值未经校正。对于上述诸变量，
采用逻辑回归模型生成一个外科对照组与之相匹配。
所有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9.0 R 2.12.2软件（SPSS，
Inc，Chicago，Ill）。

在跨学科会议上讨论所有高危患者，达成协议最终决

结果

定患者采取哪种治疗方式。所有TAVI手术在杂交手术
室由心脏协作团队实施。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和X线
透视的引导下行植入手术。TAVI操作按先前研究报道
[12]

30天围术期的结果

。尽管年龄不是选择TAVI的单一标

TAVI组79例（96.3%）患者成功实施植入术，人

准，但患者年龄一般超过75岁。由于存在合并症，所

工瓣膜功能良好。2例（2.4%）患者被迫改为体外循环

有患者均系高危，逻辑EuroSCORE ≥20%。

手术置换，其中1例系因人工瓣膜脱位入左室流出道，另

的标准方式进行

不适合外科手术而需行TAVI者，首选经股动脉途

1例系因心尖破裂。外科手术组，瓣膜置换均获成功。

径，严重主动脉、髂动脉病变或周围血管不适合经股

两组手术时间有显著差异：TAVI组为128.9±9.0 min，

动脉途径者，选择经心尖途径。要特别注意主动脉弓

AVR组为200.9±7.6 min（P =0.04）。AVR组无术中死

的硬化斑块，有斑块者TAVI应改为经心尖途径，以

亡。TAVI组术中死亡2例（2.4%），1例经股动脉途径

避免经股动脉途径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松动脱落而

患者死于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另1例经心尖途径

造成栓塞。据我们的经验，由于患者的年龄和心血管

患者死于心尖破裂。其他术中资料见表2。

风险，在行典型TAVI的患者中，主动脉弓粥样硬化

TAVI组59例（72.0%）患者术后在手术室拔除气

很常见，从而导致经心尖途径/经股动脉途径的比例

管插管。TAVI组的平均机械通气时间（P <0.001）、

为2:1。为选取手术对照组，我们从本中心2001年至

I C U 平 均 留 住 时 间 （ P = 0 . 0 0 8 ） 较 AV R 组 显 著 缩

2009年因单纯主动脉瓣狭窄行AVR的1656例病历记录

短 。 TAV I 组 患 者 的 术 后 出 血 （ P = 0 . 0 7 ） 和 输 血 需

中，选取≥75岁的老年患者499例。再从这组患者中

求（P <0.001）也低于对照组。因新发完全性房室

按倾向指数评分方法提取82例病历，相关变量包括：

传导阻滞而需要植入心脏起搏器者，TAVI组有3例

年龄、性别分布、逻辑EuroSCORE、胸外科医师协会

（3.7%），AVR组有2例（2.4%）。两组中各有2例

死亡风险预测（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 Predicted

（2.4%）发生卒中；TAVI组中，1例卒中发生于经股

Risk of Mortality，STS-PROM）、纽约心脏病协会

动脉途径，另1例发生于经心尖途径。出院时超声心

（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心功能分

动图显示，植入的人工瓣膜有良好的血流动力学功
33

Conradi et al

表1 研究人群中TAVI和AVR队列的基线人口统计学资料和危险因素
n
年龄（岁）
女性
LogEuroSCORE
STS-PROM（%）
NYHA心功能分级
NYHA I
NYHA II
NYHA III
NYHA IV
LVEF（%）
LVEF 30%~50%
LVEF<30%
平均EOA（cm 2）
峰值/平均压差（mmHg）
术前卒中或TIA
脑血管疾病
冠状动脉疾病
周围血管疾病>Fontaine II级（%）
陶瓷样主动脉（%）
肌酐（mg/dl）
肌酐>1.8 mg/dl（%）
糖尿病（%）
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60 mmHg（%）
COPD≥ GOLD II级（%）
恶性肿瘤（%）
心脏手术史（%）
心房颤动（%）
起搏器植入史（%）

0.39
0.52
0.85
0.74
0.15
1.0
0.77
0.11
0.32
0.23
0.85
0.21
0.02
0.02/0.01
0.84
1.00
0.35
0.53
0.50
0.44
0.46
0.74
0.27
0.34
0.74
0.17
0.11
0.14
1.00

分类变量用n（%）列出。TAVI，经心尖顺行主动脉瓣植入术；AVR ，主动脉瓣置换术；LogEuroSCORE ，逻辑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STS-PROM ，胸外科医师协
会死亡风险预测；NYHA ，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LVEF，左室射血分数；EOA ，有效瓣口面积；TIA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GOLD，慢
性阻塞性肺病全球倡议。

能。两组的跨瓣压差无差异，但TAVI组平均瓣周漏程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者，平均应用支架1.7±1.5枚，

度高（P <0.001）。TAVI组50%的患者（n=41）有不

支架长度23.0±20.1 mm，金属裸支架6枚，药物洗脱
支架7枚。

同程度的瓣周漏，轻微至轻度40例，中度1例。AVR
组无瓣周漏。AVR组术后轻微人工瓣膜反流占25.6%
（n=21）。TAVI组有10例（12.2%）严重的患者-人工
瓣膜不匹配（patient–prosthesis mismatch，PPM，有效

TAVI组和AVR组患者的30天死亡率无显著差异
（n=6，7.3%；n=7，8.6%）（P =1.0）。更详细的临床
和血流动力学资料见表3。

开口面积指数为0.65）或更小。其中2例在随访期间死
亡，1例术后260天死于癌症，另1例术后160天死于心
力衰竭。AVR组有1例（1.2%）严重PPM，术后291天
死于急性心肌梗死。
TAVI组42例（51.2%）合并冠状动脉疾病。13例
（15.9%）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其中10例分期治
疗，于TAVI术前11.9±9.6天进行；3例同期治疗，于
TAVI术前先行冠状动脉介入，然后立即行TAVI治疗。
34

随访数据
进一步随访中，两组患者的总死亡率相似。
TAV I 组 和 AV R 组 的 9 0 天 死 亡 率 分 别 为 1 3 . 6 % 和
11.1%（P =0.8），180天死亡率分别为17.8%和16.9%
（P =1.0）（图1）。两组患者的术后30天死亡多与手术
有关（84.6%），而晚期死亡多与合并症有关。TAVI
组有21例（25.6%）患者的LVEF≤50%，随访期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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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术后早期结果和并发症

表2 术中资料

值

值
手术时间（min）
体外循环时间（min）
主动脉阻断时间（min）
X线透视时间（min）
对比剂（ml）
瓣膜直径（mm）
19 mm
21 mm
23 mm
25 mm
26 mm
27 mm
29 mm
手术成功率（%）
改为外科手术（%）
术中死亡（%）

128.9±9.0
n/a
n/a
9.8±8.5
198.3±93.1
24.3±1.7
n/a
n/a
49 (59.8%)
n/a
30 (36.6%)
n/a
3 (3.7%)
79 (96.3%)
2 (2.4%)
2 (2.4%)

200.9±58.1
111.0±36.2
70.8±23.2
n/a
n/a
22.2±1.8
7 (8.5%)
33 (40.2%)
31 (37.8%)
7 (8.5%)
—
4 (4.9%)
—
82 (100.0%)
—
0

<0.0001
—
—
—
—
<0.0001
—
—
—
—
—
—
—
0.25
—
0.50

分类变量用n（%）列出。TAVI ，经心尖顺行主动脉瓣植入术；AVR ，主动脉瓣置
换术；n/a ，无数据。

亡4例，死亡率达19.0%，与TAVI组17.1%的总死亡
率相比无显著升高（P =0.76）。此外，TAVI组41例
（50%）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瓣周漏，8例为轻度，1例
中度。9例轻度或中度瓣周漏患者中，1例（11.1%）于
术后5个月死亡。
两组术后严重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相近。
TAVI组和AVR组的严重心脑血管不良事件（死亡、

机械通气时间（min）
患者在OR中拔管
ICU留住时间（天）
住院时间（天）
出院时平均跨瓣压
（mmHg）
19 mm
21 mm
23 mm
25 mm
26 mm
27 mm
29 mm
出院时跨瓣峰压
（mmHg）
瓣周漏（级）
总出血量（ml）
输血（PRBC单位）
输血患者例数
伤口愈合不良
起搏器植入（%）
30天内卒中
30天死亡率（%）

5.1±20.6
59 (72.0%)
2.5±2.2
13.5±13.1
11.3±5.6

19.9±14.7
0
3.8±3.3
10.6±7.7
11.8±5.3

<0.001
<0.001
0.008
0.11
0.62

n/a
n/a
11.8±6.2
n/a
10.5±4.3
n/a
5.3±1.2
21.5±10.0

8.8±5.1
12.9±4.7
12.7±5.9
7.6±3.4
n/a
10.8±6.0
n/a
22.9±10.1

—
—
—
—
—
—
—
0.41

0.8±0.7
521.1±844.1
0.1±0.6
6 (7.3%)
5 (6.1%)
3 (3.7%)
2 (2.4%)
6 (7.3%)

0
888.6±1477.3
1.8±1.7
53 (64.6%)
3 (3.7%)
2 (2.4%)
2 (2.4%)
7 (8.6%)

<0.001
0.07
<0.001
<0.001
0.72
1.00
1.00
1.00

分类变量用n（%）列出。TAVI ，经心尖顺行主动脉瓣植入术；AVR ，主动脉瓣置
换术；OR ，手术室；ICU，重症监护室；PRBC，浓缩红细胞；n/a ，无数据。

最近的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入（Placement of AoRTic
TraNscathetER Valve，PARTNER）多中心前瞻性随机

卒中、心肌梗死或再次手术）的发生率，90天时分别
为16.1%和13.5%（P =0.83），180天时分别为21.7%和

试验显示，与最好的药物疗法相比，TAVI可以有效减

19.1%（P =0.84）（图2）。在180天随访期间，两组
均未见心肌梗死或再次手术。进一步术后疗程中，患
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术前，绝大多数患者为NYHA
心功能Ⅲ级（62.8%）或Ⅳ级（19.5%），TAVI组和
AVR组术前平均NYHA心功能分级分别为3.1±0.6和
3.2±0.6。术后，两组NYHA心功能分级均有明显改
善，该效应在最近一次随访时仍保持稳定。术后30天，
73.2%的患者（n=120）NYHA心功能分级改善1级或
1级以上。术后180天，TAVI组和AVR组的平均NYHA
心功能分级分别为2.2±0.8和2.3±1.0。

能降低外科高危患者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讨论
在许多中心，TAVI已经成为因风险过高而不能
行外科治疗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治疗方法。

少不能行外科手术患者的全因死亡率 [13]。此外，TAVI

生存率（%）

因为不需要劈开正中胸骨、体外循环、主动脉阻断，

P =0.8887
风险患者数
风险患者数

时间（天）

图1 TAVI组与外科AVR对照组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
较。随访180天期间，两组无显著差异。TAVI，经心尖顺行主
动脉瓣植入术；AVR，主动脉瓣置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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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例术后恢复顺利。所有患者均无溶血迹象。本组，
左室功能受损和瓣周漏都没有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
无事件生存率（%）

P =0.6385

风险患者数
风险患者数

至事件的天数

图2 无严重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即死亡、卒中、急性心肌梗
死、再次手术）生存率的Kaplan-Meier分析。两组不良事件
的发生率相似。TAVI，经心尖顺行主动脉瓣植入术；AVR，
主动脉瓣置换术。

避免了它们的固有风险。然而，迄今为止，与主动脉
瓣狭窄的标准治疗AVR相比，尚无证据表明TAVI更有
效。在2009年，Zierer及其同事 [14]初步总结了21例经
心尖途径TAVI患者，与相匹配胸骨半切口微创AVR患
者30例对比，结果发现，TAVI组术后恢复快，例如，
术后机械通气时间短、ICU留住时间和总住院时间
短。尽管外科手术组的效果看起来较好，但两组急性
和1年死亡率无显著差异。然而，由于是起步阶段的
TAVI经验与较成熟的微创AVR相比，这种结果有可能
是新手术的学习曲线所造成。
另一项研究对100例经心尖途径TAVI的连续患者
和100例按倾向指数评分匹配的AVR患者进行比较。
TAVI患者术后毋需ICU留住的可能性显著高于AVR
组，并且术后卒中发生率也显著低于AVR组。但两组
死亡率无差异

[15]

。

尽管TAVI组的人工瓣膜平均直径显著较大，但术
后跨瓣峰压和平均跨瓣压与AVR组相似。至少部分可
归因于TAVI人工瓣膜扩张不全，尤其是在主动脉瓣严
重钙化的患者中。同样，严重PPM在TAVI组为10例
（12.2%），而在AVR组仅有1例（1.2%）。然而，在
这些老龄及伴有合并症的患者中随访180天，PPM似
乎没有影响生存率。
据我们的经验，实际手术死亡率低于逻辑
EuroSCORE预测的死亡率，即便已知EuroSCORE会
高估手术风险，尤其是在此类高危患者中 [16]。此外，
应用标准手术风险分层工具来评估TAVI固有的手术风
险尚有争论 [17]。据我们的经验，两组病例的死亡率无
显著性差异。30天和180天总死亡率与其他欧洲单中
心的经验或全美登记的死亡率相符合[15,18-21]。
迄今为止，比较高危患者行TAVI与AVR术后结
果的前瞻性随机试验只有PARTNER试验，最近其试
验结果已发表 [22] 。患者随机接受经股动脉或经心尖途
径TAVI（n=348）或AVR（n=351）。这项研究的主要研
究终点是1年全因死亡率；次要研究终点包括安全性和
临床疗效问题。TAVI组的30天总死亡率为3.4%，在所
有TAVI队列研究中最低，AVR组为6.5%（P =0.07）。该
研究方案制定的患者排除标准，如左室功能严重下降
（LVEF<20%）或严重肾功能不全（血清肌酐> 3.0 mg/dl
或依赖透析）可能是有别于欧洲经验的原因。
1 年 后 ， TAV I 组 死 亡 率 为 2 4 . 2 % ， AV R 组 为
26.8%，满足了非劣性假说（P =0.001）。研究者得出
结论，对于部分高危患者，TAVI是AVR以外的另一可
接受的选择。

本研究报告单中心经股动脉途径或经心尖途径，
用Edwards Sapien人工瓣膜行TAVI的82例连续患者的

结论

真实临床经验和结果。由于本组研究的是外科高危人
群，导管法和手术对照组的结果均可以接受。与既往
两项研究 [14,15]类似，我们发现，与AVR组相比，TAVI
组术后恢复快，在机械通气时间和ICU留住时间方面
有显著优势。但并未缩短TAVI组的总住院时间，主要
是由于TAVI组的患者晚期可能发生传导异常，需要术
后长时间连续心电图监测。
此外，TAVI组患者输血需求低。TAVI组术后主动
脉瓣反流程度显著高于AVR组。50%的患者有不同程
度的瓣周漏，但除1例患者外，都是轻微或轻度。不过
36

总之，本研究结果与其他观察性试验结果以及随
机PARTNER试验结果提示，在治疗高危患者的主动
脉瓣狭窄时，采用TAVI还是AVR治疗决策取决于临床
判断和患者的个体特征以及危险因素。目前，对重度
主动脉瓣狭窄的高危患者，TAVI和AVR似乎是互补
的治疗方法，治疗策略应患者至上，量体裁衣。治疗
方案的确定应该由治疗中心专门的跨学科心脏瓣膜团
队制定，包括心内科医师、心脏外科医师、心脏麻醉
科医师和ICU医师，并且应没有任何财政或与预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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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偏见。随着现有设备的技术改进和TAVI手术医师
的临床经验积累，TAVI的疗效有望进一步改善。关于
TAVI是否将扩大应用于风险较低患者的问题，目前不
能回答，需要更多的随机试验来验证。
局限性
本研究没有让患者随机接受TAVI或AVR治疗，
因此，可能有未知的和潜在的混杂变量影响研究的结
果。然而，两组患者队列都进行了风险校正，有许多
基线人口统计学资料和风险因素类似。回顾性研究性
质和患者数量有限是本研究的另一潜在局限性。

参考文献
讨论
Dr Vinod H. Thourani（Atlanta, Ga ）：首先要说
明的是，我是Edwards公司的PARTNER试验的研究
者，也是指导委员会成员。我很高兴有机会讨论来
自德国汉堡Dr. Conradi和他的同事撰写的这篇重要
和适时性的论文。也特别感谢提供给我作者的手稿
和幻灯片副本。
祝贺作者取得如此优秀的成果，“真实”地比较
过去1年内82例行TAVI患者和与之倾向指数评分匹配
的过去8~9年内82例AVR患者的结果。TAVI组中，经
心尖途径者为62例，经股动脉途径者为22例，幻灯片
未提及但手稿中提及此信息。他们提及TAVI组的总死
亡率仅为7.3%，AVR组也仅为8.6%，这个低死亡率是
令人羡慕的。每组卒中患者2例（2.4%），TAVI组输
血小于1单位，这非常好。他们行单纯AVR的近期死亡
率与胸外科医师协会预测的平均死亡风险9%类似。因
此，再次祝贺作者的这些研究成果。
我想问作者几个问题。首先，您比较了TAVI组和
AVR组的瓣周漏发生率。不知道这些患者相关的并发
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如何，尤其是那些射血分数下降的
患者？您如何评论两组之间的瓣周漏发生率？
Dr Conradi：谢谢Dr. Thourani提问这些问题。
关于主动脉瓣反流率，我们发现TAVI组有41例（约
50%）患者有某种程度的瓣周漏。但这些患者中绝大
多数（40例）的瓣周漏属极轻微或轻度，并没有造成
任何临床不良后果。仅1例瓣周漏为中度反流。AVR组
中无瓣周漏。我们看到的主动脉瓣反流是中央型，是
心包人工生物瓣膜本身造成的。
我们发现瓣周漏对这82例患者的效果没有任何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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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响。

Dr Conradi：是的，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正如开

Dr Thourani：我们的研究中有些患者射血分数低
（20%~25%）。术后有轻度主动脉瓣反流，出院后，
这些患者因持续心力衰竭而再住院。您所看到的情况
经常与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情况不同。

始您指出的经心尖60例与经股动脉22例相比，尽管这

Dr Conradi：本研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但我可
以说，对于有明显心肌病的患者，我们倾向于使用
CoreValve人工瓣膜（Medtronic，Inc，Minneapolis，
Minn），而不是Edwards人工瓣膜，因为前者植入时并
不需要快速心室起搏。我们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能有利于患者，这也许是我们的偏见。因此，对于您
提及应用Edwards Sapien人工瓣膜的这些特殊患者，我
们没有看到这种影响。

到的事实。

Dr Thourani：这听起来像是明年学术年会的有趣
议题。

两个亚组患者的基线人口统计学特征可能稍有不同，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两个亚组的结果有大的差异。从一
开始发现这个结果，我们就感到惊讶，但这是我们看
Dr Thourani：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怎样选择的问
题，先前也有研究者报告此类问题。当一例患者看
到本次会议上您的资料和其他人的资料，您如何给
他做出决定，是选择经心尖TAVI、经股动脉TAVI还
是AVR？我相信您仍然会行外科手术。您所在的汉
堡医疗中心如何进行选择？我们可以从您那里学到
什么？
Dr Conradi：我们中心的原则是首选经股动脉途
径TAVI，我们行TAVI的禁忌证与许多研究者相同。尽

您注意到外科AVR患者的平均瓣膜直径与TAVI患
者平均瓣膜直径的比较了吗？您看到患者-人工瓣膜不
匹配的结果差异了吗？我们已经从您那里听到瓣中瓣
的情况了。

管XT输送器可通过较细的动脉，有严重周围动脉疾病

Dr Conradi：感谢您的提问。TAVI组平均直径为
24 mm，AVR组平均直径为22 mm。似乎有差异，也的
确有统计学意义。但是，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工瓣
膜。如果您考虑到植入技术，例如一个23 mm的TAVI
人工瓣膜并不是23 mm外科手术人工瓣膜。此外，还必
须考虑自体瓣膜和瓣环的钙化程度，TAVI人工瓣膜的
扩张程度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很难仅根据厂家提供
的直径得知所植入人工瓣膜的扩张直径。

待经心尖途径。

Dr Thourani：在手稿中，您报告有很多患者应用
19 mm的人工瓣膜。看到置换19 mm的外科手术患者的
问题了么？相比而言，在TAVI组，最小的人工瓣膜是
23 mm。置换19 mm人工瓣膜的外科手术患者与更大有
效开口面积的TAVI患者之间的结果有无差异？

者不选择经股动脉途径。而且，我们也非常重视主动
脉的情况：主动脉迂曲、动脉粥样硬化、腹主动脉瘤
和严重的主动脉弓钙化等。我们以非常开明的立场对
Dr Marc R. Moon（St Louis, Mo ）：您说首选经
股动脉途径TAVI。您们中心如何考虑年龄的问题？
Dr Conradi：您是问年龄对决策的影响？
Dr Moon：如果是40岁的患者您也首选经股动脉
途径吗？
Dr Conradi：不。我的意思是在适合行TAVI的患
者中首选经股动脉途径。当决定行TAVI后，原则上首
选经股动脉途径。
Dr Moon：因为您的所有患者都来自同一治疗中
心，您能比较两种方法的费用吗？
Dr Conradi：在德国我们有特殊情况，TAVI的费

Dr Conradi：在82例外科手术组患者中，有7例应
用19 mm人工瓣膜。也许不是从这7例特殊患者，而是
从我们的一般经验，我们的确见到，有如您提及的同
样问题。如果可能，我们尽量避免用这些小口径人工
瓣膜，尤其是现在有了瓣中瓣技术，将来这些患者有
可能会选择这一手术。

用报销比例非常高。在其他医院，这可能是支持TAVI

Dr Thourani：在您的报告中没有讨论，您没有
真正区分经心尖或经股动脉技术，所以您把整个导管
法患者归为一组。经心尖途径和经股动脉途径与外科
AVR有差别吗？

Dr Lucian Lozonschi（Madison, Wis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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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对外科手术的理由。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的
态度，肯定不是这样。我们采用心脏团队的形式，我
们与心内科同事会共同研究每例患者。例如，我们绝
不会将年龄用作支持TAVI或反对外科手术的唯一标
准，而是与患者的一般状况和合并症等联系起来。
在这项研究中，仅用Edwards Sapien，还是也应用
CoreValve人工瓣膜？您在幻灯片中没有明确说明。第
二，这两组患者的死亡率高，实际上比PARTNER试验

Conradi et al

中外科手术组的死亡率还高。我也有一个关于瓣周漏
的问题。您提到有一些主动脉瓣反流。我们都知道，
TAVI术后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很难评估，因为有多个
反流束，有中央反流束，也有瓣周反流束。PARTNER
试验数据是由一个独立的核心实验室进行严格审查
的。在现实生活情况下，我们对“一些”主动脉瓣反
流的接受程度是难以报告的，我认为，比轻度反流更
严重的病例数可能大于您的研究组。您研究中瓣周漏
的发生率之低令我惊讶，尤其是在TAVI组。您能说明
一下吗？

CoreValve人工瓣膜，但未纳入本研究。
关于您对PARTNER试验的评论，我同意，该试
验的结果更有价值。不过，如果您看一下研究设计，
PARTNER试验有重要的排除标准，包括严重心力衰竭
或严重肾功能不全。本研究中未设定这些排除标准。
我们的研究是现实世界的经验。如果您把我们的研究
与其他研究进行比较，例如Munich的经验，就会发
现，其他研究如果采用我们的方法，就会得到与我们
相似的结果。

Dr Conradi：谢谢您提出的这些重要问题。第一

关于瓣周漏，您完全正确，瓣周漏评估不那么容

个问题，是否只用Edwards人工瓣膜。如幻灯的方法
中所述，只用Edwards人工瓣膜。这些就是82例使用
Edwards人工瓣膜的连续患者。同期，我们也植入了

易，分级也同样不易。所有这些患者是在门诊由我院
心内科同事进行随访的，我们确信，他们评估瓣周漏
的方式是正确的。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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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弓部瘤高危患者的微创手术治疗：杂交胸主动脉腔内
修复术与传统全弓置换术的对比研究

目的：传统的全弓置换术一直是治疗主动脉弓部瘤的标准手术方式。对于特定的高危患者，我们尝试了主动脉
弓部分支血管旁路术结合腔内支架植入术的微创杂交手术方式，并通过分析早期及中期数据来阐明杂交手术的
效果。

方法：2007年10月至2010年12月期间总计27例患者接受了杂交手术，同期191例患者择期行传统全弓置换术。回顾
性分析191例行全弓置换的患者，其中103例患者可行杂交手术（杂交可行组），88例患者不适合行杂交手术（杂交
不可行组）。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分系统显示，接受杂交手术的患者累计评分（11.6±2.2 vs. 9.5±2.4，10.3±2.8，P
＜0.001，P =0.044）和logistic评分（31.1±14.1 vs. 18.8±12.6，23.7±16.0，P <0.001，P =0.047）均显著高于杂交可行
组及杂交不可行组。

结果：虽然杂交手术组患者具有显著更高的风险，但三组患者包括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在内的早期结果基
本相似。随访结果显示：杂交手术组2年生存率为85.9%，杂交可行组和杂交不可行组则分别为89.6%和86.7%
（P =0.510，P =0.850，log-rank检验）。杂交手术组中有2例患者因为I型内漏接受了再次介入治疗。

结论：杂交手术治疗胸主动脉弓部瘤的早期及中期结果令人满意。这一手术方式可能成为替代传统全弓置换术治
疗高危患者的另一种选择。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3:1007-13）

使用低温脑灌注进行脑保护的传统全弓置换术
（total arch replacement，TAR）一直是治疗主动脉
弓部瘤的标准手术方式，尽管手术技术已经得到改
进，但依然会发生手术相关性并发症，甚至发生死亡
事件 [1]。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可
导致严重的全身炎症反应及心肌实质性损伤，对于高
危患者表现尤为明显[2]。此外，深低温停循环可造成一
些永久性神经系统损伤[3]。

动脉瘤的另一选择。已有数项研究报告，这种微创技
术结合主动脉弓分支血管旁路术（杂交弓部TEVAR）
治疗胸主动脉弓部瘤同样获得成功 [4-9] 。Czerny及同
事 [10]报告了腔内修复结合主动脉弓分支血管转位术治
疗主动脉弓部瘤取得良好的中期效果。Milewski及同
事 [11]也报告了弓部选择性去分支结合腔内支架置入与
传统全弓重建及主动脉弓远端重建的对比研究，结果
显示75岁以上患者接受杂交手术治疗的死亡率更低。

近年以来，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对于接受传统TAR治疗存在显著高危因素的患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被认为是治疗胸主

者，我们使用杂交手术进行治疗。本研究旨在评估杂
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的早、中期结果，并与传统
TAR进行对比。

资料与方法
患者资料
自2007年10月起，我们使用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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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logistic euroSCORE值分别为31.1±14.1和

缩写及缩略词
BCA =
CPB
=
CT
=
ePTFE =
SCORE =
LAxA =
LCCA =
LSCA =
RAxA =
RCCA =
TAR
=
TEVAR =

头臂动脉
体外循环
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
膨体聚四氟乙烯
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分系统
左腋动脉
左颈总动脉
左锁骨下动脉
右腋动脉
右颈总动脉
全弓置换术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18.8±12.6（P ＜0.001）。杂交手术组的缺血性心脏病
患病率也显著更高（56% vs. 18%，P ＜0.001）。杂交
手术组euroSCORE评分同样也显著高于杂交不可行组
（累加euroSCORE值，10.3±2.8；P =0.044；logistic
euroSCORE值23.7±16.0；P =0.047）。
数据分析获得日本国立循环器官疾病研究中心
审查委员会批准，委员会豁免了获取患者知情同意
的要求。
术前评估
术前评估时应用多层螺旋CT扫描预测主动脉弓分
支血管旁路术后支架安置的近端位置长度（合适的近

修复术来治疗部分主动脉弓部病变的高危患者。由
于存在某些手术风险（如高龄、合并严重的脑血管疾
病、左室功能不全、心脏手术史、肺功能不全、慢性
肾功能不全、日常生活严重受限，以及恶性肿瘤所
致的预期寿命较短等），这部分患者很难进行传统
TAR。自2007年10月到2010年12月，我们实施了27例
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杂交手术组）治疗高危
患者，均为择期手术，早期及中期数据纳入分析。
同期还进行了191例择期TAR，回顾性分析了这些
患者的主动脉形态和背景（如危险因素及共病等）。
其中88例患者不适合行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
原因包括：主动脉扩张或形成夹层的位置位于近心
端、低龄、感染性主动脉瘤、结缔组织病，或者需行
瓣膜置换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等其他外科手术操
作，这组患者定义为杂交不可行组。另外103例患者可
以接受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或TAR，这组患者
定义为杂交可行组。我们比较了这3组患者的结果，以
确定微创手术的效果。
所有患者均根据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分系
统（European System for Cardiac Operative Risk
Evaluation，euroSCORE）

[12]

端长度是成功安置支架的关键）。此外，CT扫描也有
助于排除主动脉弓分支血管及植入支架经过的髂-主动
脉转角是否存在闭塞。
我们根据合适的支架安置近端位置及供血动脉
分布情况，决定主动脉弓分支血管旁路术的具体方
式 [14]。手术细节见表2。主动脉弓血管旁路术后支架安
置的近端位置被建立在0区至2区之间。为了确保支架
安置的近端位置长度大于2 cm，我们尽可能的选择1区
而不是2区。这样主动脉弓分支血管旁路术只需在胸外
进行，创伤更小。然而有4例患者只能选择0区（因为
如果选择1区，支架安置近端位置长度将小于2 cm，这
样就需要胸骨正中切开并夹闭升主动脉侧壁来吻合供
血血管）。这一手术适合升主动脉完好并能够承受开
胸手术，但是行体外循环具有风险的患者。
21例患者支架安置的远端位置在T3~T7之间，另
外6例患者位于T8~T11之间。
每种杂交重建术式的亚组分析见表3。3组患者基
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
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的手术步骤
0区胸骨正中切开，全身肝素化，升主动脉夹闭侧

进行风险分层。有研

壁，将涤纶人工血管（10~14 mm直径）以端侧吻合的

究报告，Logistic euroSCORE评分可更好地预测高

方式吻合于升主动脉。头臂干和左颈总动脉在平均血

[13]

，因此我们同时收集了累加

压高于80 mmHg时夹闭并离断，与人工血管行端端吻

（additive）euroSCORE及logistic euroSCORE评分

合。左锁骨下动脉开口处与人工血管行端端吻合，或

值。患者术前资料（表1）显示杂交手术组年龄显

在腋部将左腋动脉与人工血管进行端侧吻合。术后用

著高于杂交可行组（76.6±10.6岁 vs. 71.3±8.0岁，

弹簧圈封堵左锁骨下动脉起始部。头臂干及左颈总动

P =0.005），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发生率也更高（30%

脉平均阻断时间分别为：8.3分钟（范围：7~10分钟）

vs. 2.9%，P ＜0.001），导致其euroSCORE评分也更

及7.5分钟（范围：7~8分钟）。

危患者的手术风险

高：累加euroSCORE值分别为11.6±2.2和9.5±2.4（P

1区选择右颈总动脉或右腋动脉作为供血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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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基本资料对比
杂交手术组
（n=27）

杂交可行组
（n=103）

杂交不可行组
（n=88）

P 值（杂交手术组
vs.杂交可行组）

P 值（杂交手术组
vs.杂交不可行组）

年龄（岁）

76.6±10.6

71.3±8.0

73.3±8.9

0.005

0.154

男:女

22:5

79:24

62:26

0.595

0.378

累加euroSCORE值

11.6±2.2

9.5±2.4

10.3±2.8

<0.001

0.044

Logistic euroSCORE值

31.1±14.1

18.8±12.6

23.7±16.0

<0.001

0.047

慢性肺病

2（7.4%）

15（15%）

5（5.7%）

0.509

0.895

心外动脉疾病

13（48%）

2（31%）

8（9.1）

0.097

<0.001

神经功能障碍

8（30%）

3（2.9%）

5（5.7%）

<0.001

0.002

心脏手术史

1（3.7%）

9（8.7%）

10（11%）

0.640

0.418

血清肌酐>2.0 mg/dl

4（15%）

8（7.8%）

7（8.0%）

0.452

0.493

LVEF<50%

4（15%）

5（4.9%）

14（16%）

0.165

0.868

缺血性心脏病

15（56%）

19（18%）

37（42%）

<0.001

0.311

LVEF：左室射血分数。

右颈总动脉及左颈总动脉由颈部正中切口暴露，右腋

2 1 例 患 者 使 用 G o r e TA G 支 架 （ W L G o r e &

动脉由锁骨下切口暴露，左腋动脉在右颈总动脉作供

Associates, Inc, Flagstaff, Ariz），3例使用Talent支架

血血管时由锁骨上切口暴露，在右腋动脉做供血血管

（Medtronic Inc, Santa Rosa, Calif），1例使用Matsui-

时由锁骨下切口暴露。全身肝素化后，将直径8 mm的

Kitamura支架（Kitamura Inc, Kanazawa, Japan）。2例

膨体聚四氟乙烯（expanded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患者同时使用了Gore TAG支架及Talent支架。每例患者

ePTFE）人造分支血管吻合于各血管。右颈总动脉

平均使用1.4（范围：1~3）个支架。完成的胸主动脉

及左颈总动脉的平均阻断时间分别为：12.1分钟（范

弓分支血管旁路术及胸主动脉腔内修复见图1-3。

围：8~17分钟）及7.6分钟（范围：5~10分钟）。
2区双侧腋动脉由锁骨下切口暴露，将一根8 mm
ePTFE人造血管吻合于双侧腋动脉。

所有患者给予低剂量阿司匹林以预防主动脉分支
支架闭塞。有严重动脉疾病或接受左椎动脉重建的患
者给予华法林。

置入主动脉支架时，5例患者经股动脉置入，7例
患者经髂外动脉置入，15例患者经吻合于髂外动脉起
始部的8 mm或10 mm人工血管置入。

表3 每种杂交重建方式的亚组分析

表2 主动脉弓上分支血管旁路术细节

0区

1区

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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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区（n=4）

1区（n=19）

2区（n=4）

年龄（岁）

80.0±13.4

75.2±10.7

79.8±8.0

男:女

4:0

16:3

2:2

累加euroSCORE值

11.3±2.4

11.4±2.1

13.0±2.2

Logistic euroSCORE值

27.1±12.2

30.4±13.7

38.5±18.5

慢性肺病

0（0%）

2（11%）

0（0%）

心外动脉疾病

2（50%）

8（42%）

3（75%）

主动脉弓上分支血管旁路术

n

升主动脉—头臂干—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
（左腋动脉）

3

升主动脉—右腋动脉—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
脉（左腋动脉）

1

右腋动脉—左颈总动脉—左腋动脉

11

神经功能障碍

1（25%）

6（32%）

1（25%）

右颈总动脉—左颈总动脉—左腋动脉

7

心脏手术史

0（0%）

1（5.3%）

0（0%）

左腋动脉—右颈总动脉—右腋动脉

1

血清肌酐>2.0 mg/dl

0（0%）

3（16%）

1（25%）

右腋动脉—左腋动脉

左室射血分数<50%

4

0（0%）

3（16%）

1（25%）

缺血性心脏病

3（75%）

9（47%）

3（75%）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 May 2012

图1 0区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术后的三维CT扫描
图。弓上分支血管旁路从头臂干、左颈总动脉和左腋动脉
桥接到升主动脉。

传统全弓置换术手术步骤
所有患者经胸骨正中切开建立体外循环，经股动
脉或升主动脉灌注的基础上加用右腋动脉灌注，患者
核心温度降至20℃至28℃，应用选择性顺行脑灌注进
行脑保护 [15]。大多数患者使用主动脉远端分段技术 [16]
吻合，并使用4分支人工血管吻合于分段血管进行弓部
重建。随后进行主动脉顺行灌注。使用人工分支血管
进行左锁骨下动脉重建后即开始复温。人工血管近端
吻合于窦管交界上方。最后进行左颈总动脉及头臂干
重建，每次完成吻合后在开放远端阻断前进行排气。
数据定义
本研究为针对前瞻性收集的数据进行的回顾性分
析。根据euroSCORE评分系统确定患者风险因素，
euroSCORE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定义为：长期使用支
气管扩张剂、类固醇的肺病，或1秒用力呼气容积率
小于70%；外周动脉疾病定义为存在以下1项或以上问
题：跛行、颈动脉闭塞或狭窄大于50%，以及腹部动
脉、四肢动脉或颈动脉已行或计划行介入治疗；神经
系统功能障碍定义为：严重到影响行走或日常生活功
能的疾病。根据经胸超声心动图结果计算左室射血分
数，缺血性心脏病定义为：曾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以及冠状动脉狭窄大于75%。
在术后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卒中定义为

图2 1区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术后的三维CT扫
描：弓上分支血管旁路从右腋动脉桥接到左颈总动脉
和左腋动脉上。

由脑缺血、栓塞、血栓形成或出血引起的永久性神经
功能障碍；一过性神经功能障碍定义为术后出现，但
最终能恢复的精神异常，如：谵妄或惊厥等；肾衰竭
定义为需行血液透析。根据CT扫描结果或引流管引流
出脓液诊断移植物感染。
统计分析
通过门诊或者电话访问对患者进行随访，所有患
者均完成随访。平均随访时间7个月（范围：1~27个
月）。本研究中连续性计量资料的描述采用平均数±
标准差及其范围来表示，使用Kaplan-Meier法计算无主
动脉相关事件存活时间。统计分析使用StatView软件
（SAS Institute, Inc, Cary, NC）。

结果
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组观察到1例（3.7%）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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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TEVAR阶段又发生了肝脏、脾脏、脊髓及双下
肢的多发性栓塞。患者术后5个月死亡。另有1例患者
发现因脑梗导致的象限盲。在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
复组总计发生上述2例（7.4%）卒中，未观察到暂时性
神经功能障碍。
头臂干及颈总动脉短时间的阻断未导致脑损伤。
然而有2例（7.4%）患者在TEVAR术后发生截瘫。其
中1例为上述第1例患者，另1例患者同时存在主动脉弓
远端及降主动脉瘤，因此置入2个带膜支架，以覆盖从
1区至T11的范围。在缝合皮肤时出现运动诱发电位减
弱，虽然进行脑脊液引流及类固醇治疗，但截瘫未得
到缓解。3例（11%）患者发生髂动脉损伤（TEVAR的
通路），均通过移植物置换进行治疗。
包括旁路移植及TEVAR在内的中位手术时间为388
分钟（范围：212~540分钟）。手术均未使用体外循
环，27例患者中有18例（67%）需要输血。
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组Kaplan-Meier法计算的
2年生存率为85.9%。2例患者分别在术后3个月及4个月
时因肺炎死亡。2例患者因术后发生I型内漏而再次介
入治疗，进行额外的旁路手术及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治
疗。随访期间该组患者未观察到桥血管闭塞及术后主
动脉近端夹层发生。
图3 2区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术后的三维CT扫描
图：弓上分支血管旁路从右腋动脉桥接到左腋动脉上。

3组患者结果比较见表4。各组30天死亡率（0 vs.
1.9% vs. 2.3%，P =0.881，P =0.959）和院内死亡率
（3.7% vs. 7.8% vs. 8.0%，P =0.753，P =0.744）相当。

内死亡。这例患者存在主动脉蓬松综合征，在完成右
颈总动脉-左颈总动脉-左腋动脉旁路手术前出现小脑梗

卒中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主动脉弓置换术
后患者卒中更为严重，导致患者活动能力减退。各组

表4 结果对比

30天死亡率

杂交手术组
（n=27）

杂交可行组
（n=103）

杂交不可行组
（n=88）

P 值（杂交手术组
vs. 杂交可行组）

P 值（杂交手术组
vs. 杂交不可行组）

0（0%）

2（1.9%）

2（2.3%）

0.881

0.959

院内死亡率

1（3.7%）

8（7.8%）

7（8.0%）

0.753

0.744

卒中

2（7.4%）

5（4.9%）

4（4.5%）

0.965

0.928

一过性神经功能障碍

0（0%）

8（7.8%）

2（2.3%）

0.296

0.959

永久性截瘫

2（7.4%）

0（0%）

0（0%）

0.057

0.083

气管切开

1（3.7%）

5（4.9%）

2（2.3%）

0.794

0.778

肾衰竭

1（3.7%）

1（1.0%）

2（2.3%）

0.881

0.778

胃肠出血

1（3.7%）

2（1.9%）

1（1.1%）

0.859

0.959

因出血再次手术

2（7.4%）

3（2.9%）

2（2.3%）

0.604

0.501

血管损伤

3（11%）

0（0%）

0（0%）

0.007

0.013

移植物感染

0（0%）

2（1.9%）

2（2.3%）

0.882

0.959

5.6±9.0

7.0±9.8

0.024

0.006

重症监护室停留时间（天）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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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率

的研究比较传统TAR与杂交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手术

1

效果。Milewski及同事 [11]发表的比较研究也认为，杂

0.8

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
全弓置换术
（杂交候选者）
全弓置换术
（非杂交候选者）

0.6
0.4

风险患者数

交手术可作为开胸手术安全的替代治疗方式，然而他
们的治疗策略与我们不同，侵袭性更强：所有患者采
用胸骨正中切口，在将供血桥血管近端吻合于升主动
脉0区位置（CPB或非CPB）。而本研究纳入患者中
大部分近端吻合于1区或2区，可以保持头臂干的通

0.2

畅，血管旁路移植也可以在胸外进行。本研究中仅有

0

时间（月）

4例患者因手术风险较高，通过胸骨正中切口将供血
血管近端吻合于升主动脉0区。Weigang及同事 [19]也报

图4 Kaplan-Meier生存曲线。

告了26例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他们在非CPB及
深低温停循环的情况下，将双侧颈动脉通过分叉人工

患者中需要气管切开及术后肾功能不全的比例也相
当。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组ICU停留时间显著少于
另外两组（1.6±1.3天 vs. 5.6±9.0天 vs. 7.0±9.8天。

P =0.024，P =0.006）。Kaplan-Meier法计算的出院后中
期生存率见图4，三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 =0.0510，

P =0.850，log-rank检验）。

血管吻合于升主动脉。结果有4例（15%）患者在围
术期死于心血管并发症，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是升主动
脉端侧吻合口的建立。Szeto及其同事[20]强调了在部分
夹闭升主动脉前需进行CPB。我们认为，如果有必要
更积极的行0区吻合，那么需要确保升主动脉可以安
全的被部分夹闭。
在术后神经系统后遗症方面，杂交胸主动脉弓腔
内修复组患者与TAR组患者相比，发生的神经系统损

讨论

伤更为轻微。对于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包括术前对脑

主动脉弓部瘤手术效果不断提高。权衡手术风险
及微创血管内治疗的解剖可行性，TEVAR是合并多
种并发症患者的最佳治疗方式 [17]。因为传统TAR需要
在全身麻醉、胸骨正中切开、体外循环、脑灌注和保
护全身器官的深低温停循环条件下进行，因此需要
TEVAR这种微创技术来修复主动脉弓。TEVAR结合新

部供血血管进行仔细评估，通过CT扫描及直接超声心
动图检查选择安全的阻断及吻合位置，精确的吻合及
较短的脑部供血血管阻断时间。本研究中仅观察到2例
患者发生轻微卒中，可能由于栓塞导致。无疑所有此
类操作都存在发生栓塞的风险，因此必须仔细操作及
尽量缩短阻断时间。
我们的数据显示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适用

出现的主动脉腔内修复技术，为我们改进主动脉弓疾

于明显“高危”患者，下一步将继续探索该手术方式

病治疗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TEVAR治疗主动脉弓部

是否可扩展至低危及中危患者。目前尚没有此类杂交

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述的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

手术的长期效果报告，如果能够确定其长期稳定性，

复，一种是使用带孔或分支支架进行腔内修复。在日

适应证将进一步扩大。术后如果发生I型内漏将严重

本国立循环器官疾病研究中心，不能将带孔或分支支

影响长期稳定性，需要再次介入治疗及进行桥血管再

架用于TEVAR，因此采用主动脉弓分支血管旁路移植

通。以下是预防I型内漏的关键：①如果供血血管吻合

的杂交手术进行主动脉弓微创修复。

于2区比较困难，那么应该将近端吻合于1区的左颈总

[6-11]

，主动脉弓去分支手术

动脉；②支架移植物应该沿主动脉弓弯曲安置以防止

结合主动脉弓腔内修复的杂交手术取得满意的早、中

其发生位移；③如果头臂干与左颈总动脉有一个共同

期效果。本研究结果与其他报道结果一致。然而，我

的主干（牛主动脉），则在左颈总动脉旁路手术后将

们是在特定的传统TAR高危患者中进行的微创杂交胸

支架移植物置于覆盖共同主干起始处三分之一左右的

主动脉弓腔内修复，却仍然取得了满意的结果，死亡

位置。另外，新研发的受控置入装置被认为将可能减

根据类似研究的报告

率及脑部并发症发生率均较低

[18]

。在本项回顾性对照

研究中，虽然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组患者的风险
显著高于传统TAR组，但结果并无差异。极少有类似

少目前已上市装置的缺陷，如支架“鸟嘴效应”及支
架尖端对主动脉的损伤。
桥血管远期的闭塞及血栓形成可以导致迟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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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系统并发症[21]。Byrne及同事[22]分析了143例颈动脉及
锁骨下动脉的吻合重建，大多数桥血管由ePTFE材料制
成，5年通畅率达92%，可见人工桥血管具有良好的通
畅率。本研究中的大多数患者也采用ePTFE材料的人工
血管，在随访期间未观察到桥血管闭塞。然而，我们需
要进一步仔细观察桥血管是否通畅，并同时使用低剂量
（100 mg）的阿司匹林。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样本量较小，随
访期限相对较短；其次，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比较研
究，选择患者时必定有潜在的选择性偏倚。因此需要随
机对照试验来准确评估主动脉弓疾病的最佳治疗策略。

结论
杂交胸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治疗主动脉弓部瘤的早
期及中期效果令人满意。该手术方式有望替代传统TAR
的微创手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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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胸手术与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胸主动脉瘤的长期疗效比较

目的：虽然目前支持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TEVAR）临床应用的循证医
学资料有限，但其在治疗多种胸主动脉病变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我们比较了用于TEVAR的3种已上市的支
架移植物与开胸手术治疗胸主动脉瘤的长期疗效。

方法：前瞻性收集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及医学影像相关参数用于评价Gore TAG (55例)、Medtronic Talent (36例)及
Cook TX2 (15例)三种支架的临床效果。其结果与45例同期接受开胸手术治疗患者的结果进行对比。详细的临床
与影像学资料纳入分析研究中。标准的单变量分析、患者生存率以及回归分析方法用于统计分析。

结果：本研究期间 (1995~2007年)，有106例患者为TEVAR组，对照组为45例接受开胸手术的患者。TEVAR组患
者年龄更大，且有更多的并存疾病，包括糖尿病和肾衰竭等。TEVAR组患者平均接受2.3±1.3个支架植入。死亡率
(TEVAR组为2.6%，开胸对照组为6.7%；P =0.1)、术后出现瘫痪/下肢轻瘫情况 (TEVAR组3.9%，开胸对照组7.1%；

P =0.2)、以及插管时间超过24小时的患者比例 (TEVAR组9%，开胸对照组24%；P =0.02)在开胸对照组更高；10年
时两组患者的总生存率相近 (Log rank检验，P =0.5)。远期死亡的多因素预测分析包括年龄、慢性阻塞性肺病、糖
尿病、慢性肾衰竭。使用TEVAR还是开胸手术对患者的死亡率并无影响 (危险比，0.9；95%可信区间，0.4~1.6)。对
TEVAR组影像学资料超过5年的随访研究显示，患者的平均主动脉直径由61 mm降至55 mm。TEVAR组患者10年时
免于再次干预治疗的比例为85%。

结论：TEVAR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胸主动脉瘤的方法，其围术期临床效果优于开胸手术治疗，长期疗效与开
胸手术治疗相近。经TEVAR治疗后，患者的胸主动脉瘤早期减小并逐渐趋于稳定。 (J Thorac Cardiovcsc Surg
2012;144:604-11)

的治疗胸主动脉瘤的方法。早期的临床研究结果显
示接受胸主动脉支架治疗的患者较接受开胸手术
者，其早期生活质量显著改善，且围术期生存率高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Thoracic endovascular

而严重并发症少 [1-4] 。依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

aneurysm repair，TEVAR)被认为是一种创伤较小

局医疗器械临床研究豁免管理条例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vestigational Device Exemption，
F D A I D E ) 批 准 支 架 系 统 如 G o r e TA G ( W. L . G o r e
&Associates, Inc Flagstaff, Ariz)，Medtronic Talent
(Mectronic, Inc, Minneapolis, Minn)，Cook Zenith
TX2 (Cook Endovascular, Bloomington, Ind)可用于临
床以治疗胸主动脉瘤，尤其是治疗解剖显露比较好的
胸降主动脉瘤 [5-7] 。早期试验研究结果特别有利于应
用支架治疗降胸主动脉瘤。然而对于TEVAR治疗的
远期效果却知之甚少。本文主要研究接受TEVAR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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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做法 [9]。

缩写及缩略词
FDA
= 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
IDE
= 医疗器械临床研究豁免管理条例
TEVAR =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对于开胸手术的患者，一般由左心房-左股动脉
部分转流 (2~3 L的血流量)，保持近端平均灌注压为
90~100 mmHg，远端平均压为70~80 mmHg，序贯阻
断以使躯体缺血时间最短。大的可直视的肋间动脉通

疗的远期生存率及术后发生主动脉相关并发症的情况
(患者来自于单中心并参与五项FDA IDE关于TEVAR
支架系统的研究)，并将其结果与另一组接受开胸手
术治疗胸主动脉瘤的患者进行比较，两组患者病变的
解剖特点相似。

过与远端斜行吻合或再移植进行供血保护。停循环的
患者应用脑电图和躯体唤醒电位探测仪进行监测。在
停循环的患者中，经股动、静脉插管并经左上肺静脉
和心尖部于左心室内放入减压引流管建立体外循环。
患者降温至脑电图静止或18℃，排气时逆行灌注以排
除脉管系统气体 [10]。

方法

神经系统保护策略
躯体电位探测仪在这类患者中起初并非常规应

患者
研究入选的所有患者均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医
院，应用Gore 99-01 (14例)， Gore 03-03 (10例)，
Gore 04-02 (16例)，Medtronic Talent (33例)，Cook
TX2 (14例)，Gore 05-02 (13例)支架系统治疗动脉
瘤。对照组由同期204例胸/腹主动脉瘤的患者中，选
取45例接受开胸手术的胸降主动脉瘤患者。所选患者
病变的解剖情况同样适用于TEVAR治疗远端和近端
瘤颈的最大直径均超过2 cm。病变血管无过度成角及
变细。部分对照组患者 (6/45例)病变情况由于组织、
松脆以及钙化，不宜行近端阻断，在停循环的情况下
行开放性吻合。行反向半弓吻合术为排除标准。仅患
动脉瘤疾病为纳入标准。

用，但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将其列为常规应用。脑
脊液引流应用于所有可能出现脊髓缺血的高危患者
中，包括以往曾接受腹主动脉修复术、降胸主动脉
手术的患者，以及术前认为有可能术中封闭左锁骨
下动脉至腹腔干的患者。降胸主动脉封闭的分类均
按Safi [11] 提出的方法分类。A型：病变位于左锁骨下
动脉至胸主动脉中部 (T6)；B型：病变位于胸主动脉
中部 (T6)至腹腔干；C型：病变位于左锁骨下动脉至
腹腔干。术后对脊髓缺血的处理方案包括脑脊液引
流，使脑脊液压力控制在10 cmH 2 O以下，平均动脉
压超过90 mmHg [12]。

资料、统计方法和随访
围术期的资料由Penn胸主动脉资料库 (Penn

外科技术
TEVAR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由多学科治疗团

Thoracic Aortic Database)中提取。用于此研究而进行
维护的资料库中包括患者的人口统计学资料、手术和

队联合实施，包括心血管外科、血管外科、心血管麻

支架设计信息。接受TEVAR治疗的患者其长期随诊

醉科、神经科、放射诊断学科。绝大部分患者的手术

以每1年为基础，至少5年，其临床随诊和CT扫描作

在专用的杂交手术间进行。该手术间配有固定落地式

为随访内容的一部分。对开胸对照组和TEVAR组患

高质量影像增强器、经食管超声心动仪、血管内超

者进行电话随访评估以及门诊随访记录。95%的患者

声、神经监测仪、体外循环机。如需要可有多个可移

完成至少3年随访。在接受TEVAR治疗组患者中，中

动的显示屏能同时显示血管造影、血流动力学参数、

位随诊间隔时间为66个月 (四分位距：32~79个月)。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以及血管内超声等信息[8]。

在接受开胸手术治疗组患者中为91个月 (四分位距，

如果股动脉血管过小或周围钙化或扭曲严重 (此

29~123个月)。后期动脉需要再次干预的情况依不同

种情况在血管疾病患者中很常见)，则由腹膜后路径

情况分类，包括与上次治疗相关的环节，如近端、远

行介入治疗。术前估计术中有可能需要封闭左锁骨

端锚定区或不相关的节段如肾脏以下的动脉瘤或新发

下动脉的患者，常常预防性进行围术期左颈总动脉

的升主动脉瘤。

左锁骨下动脉转流。在支架置入时，由同侧的肱动

早期结果应用标准单变量统计分析，包括Student

脉绕行做左锁骨下动脉与左颈总动脉转流是一种常

t 检验用于术前术后连续性的变量分析；采用F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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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手术特征

研究期间的手术数量

手术资料
开胸对照组
TEVAR组

年

图1 研究期间的开胸手术与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TEVAR)随时间推移的分布情况。

精确检验进行组间资料分析。手术死亡率的高危因素
预测应用多因素回归分析。所有与临床相关的变量

TEVAR组 (n=106)
植入装置的数量
• Gore TAG (n = 55)
• Medtronic Talent (n= 36)
• Cook TX2 (n = 15)
术前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转流
入路并发症
• 髂股动脉解剖
• 支架
• 切开修复/转流
• 局部股动脉修复/血栓切除术/动脉内膜切除术
开胸对照组 (n=45)
灌注
部分左心室通路
心跳停循环
主动脉阻断时间 (min)
停循环时间 (min)

2.3 ± 1.3
1.9 ± 0.9
3.2 ± 1.5
1.8 ± 0.8
18 (16.9%)
18 (16.9%)
4 (3.7%)
8 (7.5%)
8 (7.5%)

39 (86%)
6 (14%)
55 ± 20
84 ± 41

TEVAR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均保持在上述模型中，无自动手术方案选择。应用
K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晚期生存率。应用Cox比例
风险模型确定晚期生存的多因素预测。晚期生存资料
应用国家社会安全死亡指数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Death Index)评估。研究方案经当地的机构审核委员
会批准。

择了在1994年至2004年接受开胸手术的患者作为对
照组 (图1)。TEVAR组患者较开胸对照组年龄更大
(74.3±9.1岁 vs. 69.5±11.1岁，P =0.006)，且合并糖
尿病及肾衰竭的情况更多见。两组患者的人口统计学
信息见表1。
开胸对照组患者主要施行左心房-股动脉转流式

结果

手术 (39/45，86%)，其中6例 (占14%)应用停循环技

自1999至2007年我们选择了106例患者进行FDA

术。平均转流时间为84±41分钟，平均阻断时间为：

IDE的专项研究。按照病变解剖特点相似的原则，选

55±20分钟。在停循环的患者中，平均停循环时间
为：36±8.5分钟 (表2)。
在开胸对照组中16例 (35.6%)接受Safi A型主

表1 术前特征

动脉置换，2例 (4.4%)接受B型置换，27例 (60%)

特征

TEVAR组
N (%)

开胸对照组
N (%)

P值

例数
年龄
女性
吸烟
COPD
既往CVA史
高血压
既往MI
既往CABG史
糖尿病
肾衰竭
急性表现

106
74.3 ± 9.1
46 (43%)
82 (77%)
41 (39%)
9 (9%)
94 (88%)
20 (19%)
16 (15%)
22 (21%)
11 (10%)
9 (9%)

45
69.5 ± 11.1
27 (60%)
40 (89%)
24 (53%)
7 (16%)
40 (89%)
9 (20%)
7 (16%)
3 (6.7%)
1 (2.2%)
7 (16%)

0.006
0.07
0.1
0.1
0.2
0.7
0.4
0.9
0.03
0.04
0.4

表3 围术期结果

T EVA R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CVA ：脑血管意
外；MI ：心肌梗死；CABG：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术后特征
30天死亡率
住院死亡率
轻瘫/瘫痪
永久性瘫痪
卒中/一过性脑缺血发作
永久性卒中
插管时间延长 (>24 h)
复合终点 (死亡、瘫痪、永久
性卒中、插管>24 h)

TEVAR组
(n=106)

开胸对照组
(n=45)

P值

3 (2.8%)
3 (2.8%)
4 (3.8%)
2 (1.9%)
5 (4.7%)
2 (1.9%)
10 (9.6%)
11 (10%)

3 (6.7%)
4 (8.9%)
3 (6.7%)
2 (4.4%)
3 (6.7%)
1 (2.2%)
10 (22%)
14 (31%)

0.4
0.1
0.4
0.6
0.6
0.7
0.06
0.003

TEVAR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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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胸对照组
TEVAR组

生存率

P =0.5

TEVAR组
开胸对照组

手术后时间 (月)

图2 长期生存率。TEVAR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接受C型置换。开胸对照组45例患者中有36例

总体而言，TEVAR组和开胸对照组患者的术后

( 8 0 % ) 患 者 术 前 放 置 脑 脊 液 引 流 。 在 接 受 T E VA R

30天内死亡率分别为2.8%和6.7% (P =0.4)。TEVAR

治疗的患者中有38例 (36%)接受A型主动脉封堵，

组、开胸对照组患者的住院死亡率分别为2.8%和

28例 (26%)接受B型封堵，40例 (38%)接受C型封

8.9% (P =0.1)。TEVAR组、开胸对照组患者的轻瘫或

堵。TEVAR组106例患者中有49例 (47%)术前放置

永久性瘫痪的发生率分别为3.8%和6.7% (P =0.4)。而

脑脊液引流。

永久性瘫痪在TEVAR组和开胸对照组的发生率分别

在TEVAR 组106例患者中，有18例行A型或C型

为1.9%和4.4% (P =0.6)。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在

封堵，先行左颈动脉至锁骨下动脉转流再结扎左锁

TEVAR组和开胸对照组的发生率分别为4.7%和6.7%

骨下动脉近端。有4例患者仅行锁骨下动脉封堵而

(P =0.6)。永久性卒中在TEVAR组和开胸对照组的发

未行动脉间转流。Gore TAG支架平均植入1.9±0.9

生率分别为1.9%和2.2% (P =0.7)。10%的TEVAR组患

个，Medtronic Talent支架平均植入3.2±1.5个，Cook

者插管时间超过24小时，而在开胸对照组中这一比例

Zanith TX2支架平均植入1.8±0.8个。有18例 (16.9%)

达22% (P =0.06)。总之，10%的TEVAR组患者和31%

患者出现入路并发症，包括4例行髂动脉支架，8例行

的开胸对照组患者出现死亡、永久性卒中、瘫痪或者

髂动脉切开修复或转流，8例行股动脉局部修复、血

延长辅助呼吸的情况 (P =0.003)。所有病例均未出现

栓切除或动脉内膜剥脱术。

手臂缺血需要诊治的情况。全部4例未按预期计划行
左锁骨下动脉封堵的患者，术后无神经系统并发症的
情况发生 (表3)。

表4 远期死亡率的预测因素 (Cox比例风险回归)
特征
年龄
女性*
高血压
糖尿病
CAD
脑血管疾病
COPD
慢性肾衰竭
TEVAR组 vs. 开胸对照组

危险比

95% CI

1.1
0.6
1.6
1.1
1.3
1.2
1.9
1.7
0.9

1.0~1.2
0.5~0.9
0.7~3.5
0.7~2.3
0.8~1.8
0.7~1.2
1.1~2.7
1.1~2.6
0.8~1.6

CI ：可信区间； CAD ：冠状动脉疾病；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TEVAR ：胸
*

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女性的组内相互作用，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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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8至10年的总生存率接近 (Log rank检
验， P =0.5) (图2)。远期死亡的多因素预测包括年
龄、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肾衰竭 (表4)。应用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采用TEVAR治疗与开胸治
疗不影响患者远期死亡率 (危险比，0.9；95%可信区
间，0.8~1.6)。长期随诊女性生存率高于男性 (危险
比，0.6；95%可信区间，0.5~0.9)，但该结果仅体现
在开胸手术组中 (女性•组内交互作用；P =0.01)。
在TEVAR组有14例患者术后进行了19次主动脉
受累节段的再干预治疗。1例TEVAR治疗后3个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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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胸对照组

再干预豁免率

TEVAR组

P =0.02

TEVAR组
开胸对照组

手术后时间 (月)

图3 主动脉节段性再干预治疗的豁免情况。TEVAR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影像检查发现逆行剥离导致A型夹层，另一例行再

开胸对照组有1例肾下动脉病变及1例升主动脉病变需

干预治疗后发现近端扩张导致A型夹层。两例A型夹

要再干预。5年放射影像随诊资料显示，TEVAR组平

层的患者均行开胸主动脉弓修复，其中1例发生围术

均主动脉直径下降5.7±10.3 mm，由61.0±9.9 mm降

期死亡。另外3例需要开胸再次干预治疗的患者是未

至55.3±13.4 mm (P =0.01) (图4)。5年间有60.3%的患

将破口完全封闭 (Ⅰ型内漏)。有14例需要血管内再

者主动脉直径恢复，有7.5%的患者主动脉直径增大超

次干预治疗，11例为Ⅰ型内漏，3例为3型内漏。8年

过5 mm，其余患者无变化。

时免于节段性再次干预治疗的发生率在TEVAR组为
85.7%±3.6% (图3)，开胸对照组无需节段性再次干预

讨论

治疗的患者 (Log rank 检验，P =0.02；TEVAR组 vs. 开
胸对照组)。TEVAR组有9例后期接受再次主动脉干预

传统开胸治疗胸主动脉疾病常伴发显著的永久

治疗的患者，其原因与TEVAR治疗并不相关，其中7

性神经系统损害及死亡等并发症。近些年在一系列

例是肾下动脉或髂动脉病变，2例为升主动脉病变。

完成大宗病例治疗且疗效好的治疗中心，死亡发生
率介于5.4%~7.2%之间。永久性卒中的发生率介于
2.1%~6.2%之间。永久性轻瘫发生率为5.7%，永久
性瘫痪发生率介于0.8%~2.3%之间 [13,14]。多中心接受
Gore TAG，Medtronic Talen和Cook Zenith TX2支架
治疗的TEVAR组患者死亡发生率介于5.7%~11.7%之

平均直径 (mm)

间，永久性卒中发生率介于4.3%~8.6%之间，永久性
轻瘫发生率5.7%，永久性瘫痪发生率介于3.4%~8.5%
之间 [5-7] 。参考上述结果发现，与之相比较，开胸对
照组的死亡发生率为6.7%，卒中发生率2.2%，永久
性轻瘫发生率为2.2%，永久性瘫痪发生率为4.4%。
与开胸对照组相似，应用3种支架移植物进行
术前

术后

1年

5年

图4 接受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TEVAR)患者的主动脉直径
随时间变化。

TEVAR治疗患者的围术期并发症情况如下：死亡率
介于1.9%~2.1%之间，卒中发生率介于2.4%~4%之
间，永久性轻瘫发生率介于4.4%~7.2%之间，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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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瘫痪的发生率介于1.3%~3%之间 [5-7] 。我们的研究

心外科、血管外科医师、心血管麻醉科、医学影像

结果与之类似：死亡发生率为2.8%，卒中发生率为

科以及神经科医师组成的TEVAR治疗团队，使采用

1.9%，永久性轻瘫发生率为1.9%，永久性瘫痪发生

TEVAR技术在治疗病情更重的患者时，仍能保持良

率为1.9%

[5-7]

。

尽 管 T E VA R 的 临 床 应 用 增 速 明 显 ， 但 证 明 其
能够避免术后早期死亡的长期随访研究却是空白。
由腹腔血管病变治疗的资料推断，支架治疗的长期
疗 效 并 不 优 于 药 物 治 疗 [ 1 5 ] 。 有 学 者 提 出 ： T E VA R
治疗并不改变疾病的自然演变史。虽然该方法创伤
小，但其疗效可能低于开胸手术 [16] 。本研究发现的
重 点 是 经 过 5 ~ 1 0 年 的 平 台 期 ， 曾 经 接 受 过 T E VA R
治疗的患者，术后需要接受再次干预治疗的人数，
的确比接受开胸手术的患者要多，但两种不同治疗
方 法 患 者 的 全 因 死 亡 率 一 致 。 考 虑 到 接 受 T E VA R
治疗的患者年龄较大，我们预测其未校正的手术后
死亡率可能会比较高，本研究结果提示外科医师可
以 安 全 施 行 T E VA R 这 一 治 疗 策 略 。 本 研 究 同 时 证
实 ， 对 接 受 T E VA R 治 疗 的 患 者 术 后 进 行 影 像 学 密

好的疗效 [20]。

研究局限性
目前的研究应用解剖学纳入标准而非随机化标
准，因此在患者选择、测量等方面均存在偏倚。虽然
与FDA多中心研究支架的方法类似，但小的样本数量
使本结果不具普遍性，另外，对复杂危险因素的调整
存在局限性。再者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而多中心的
治疗结果应该更具普遍性。我们应用全因死亡率代替
与主动脉相关的死亡率，是基于对疾病纵向自然病程
回顾研究的需要，正因如此，我们没有细化引起患者
死亡的详细原因。我们提出对主动脉疾病的患者应用
全因死亡率这一结局是最严格和恰当的。因为主动脉
破裂所致的猝死在此类患者中是一个频发终点事件，
而不是其他原因。

切随访的重要性，因为在我们发现病变有进展时可

总结

以给予及时的再干预。虽然我们的研究基于少量人
群仅5年的影像随访资料，但结果显示动脉瘤的大
小总体上是持续缩小的。
本研究中，2001~2003年间接受开胸治疗的多数
患者，他们最初被选定应用Gore TAG 99-02支架行
TEVAR治疗，但由于Gore TAG支架在脊髓处断裂问

在本研究中，TEVAR可安全有效治疗胸主动脉
瘤患者，这体现在短期和长期效果方面，且生存率与
开胸手术治疗相似。虽然接受TEVAR治疗的患者较
接受开胸手术的患者术后需要再次干预治疗的情况更
常见，但大多数均可以通过腔内修复实现。动脉瘤直

题，支架需重新设计而使TEVAR治疗计划终止。因

径第1年大幅下降，之后保持稳定并持续好转。已计

此这些患者没有再接受TEVAR治疗而接受外科开胸

划对这些患者进一步随访，并且多中心的研究将对现

治疗。在我们这一组治疗的患者中，有1例发生支架

有结果进行进一步验证。

脊髓处断裂，但动脉瘤封闭良好，不需要再次干预
治疗。

参考文献

在本系列研究患者中，9.4%的患者需要局部修
复股动脉，另有7.5%的患者需进一步行局部股动脉
内膜切除和 (或)血栓清除。入路处并发症在研究早期
的患者中相当普遍。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设计合
理的支架可供选择，此类并发症已很少见。随时间推
移，本组患者入路并发症已明显下降近消失。
自从第一枚“量产”的支架问世以来，TEVAR
治疗的支架设计已变得更小、更柔软、设计改进顺应
性更好、孔更少，有更多型号尺寸可供选择 [17-19]。本
研究中有许多患者是我们第一次应用TEVAR支架对
其进行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积累的经验不断
指导实践，使临床治疗计划和结果均得以改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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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们参阅了手术记录，不能行主动脉阻断原因是
主动脉钙化或不稳定的粥样斑块。对照TEVAR IDE
研究特别是VALOR试验 (Talent支架系统治疗胸主动
脉瘤，Vascular Talent Thoracic Stent Graft System for
the Treatment of Thoracic Aortic Aneurysms)，40%的
患者有金属裸露部分置入2区甚至1区。这部分患者可
以接受TEVAR治疗。但如果他们接受手术治疗，可
能需要停循环。这些患者绝对不会行半弓置换，也不
可能采用TEVAR治疗。
回答另一个将部分患者从组中去除的问题。我们
在那组患者中有1例死亡，1例卒中。这些例数太少，
不能分析出详细的内容。我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长期
的结果而非短期结果。这些数字可能会使开胸对照组
围术期的结果稍好一些。我相信正如我们文章中所应
用的基于解剖特点作为选择病例的标准更合理，因为
这些患者本来是可以用支架治疗的。
Dr Ikonomides：我知道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
评估长期疗效。然而我对这些患者的短期资料感兴
趣。我注意到您们有38例患者在TEVAR组中被称作
解剖A型。图表上显示好像动脉瘤起始处离左锁骨下
动脉非常近，就这一点而言，这类患者要接受左锁骨
下动脉封闭，是这样吗？
Dr Desai：由于这些经历是我们早期的经历，我
们没有试图应用TEVAR技术挑战治疗主动脉弓的病
变，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许多单发的动脉瘤起自胸主

讨论
Dr John S.Ikonomidis (Charleston, SC )：我没有
透露相关的讨论。Nimesh，我很欣赏您的报告，我
们的确需要这类患者远期疗效的资料。
我想就您们的患者分组情况提几个问题。首先，
在开胸对照组，我有些困惑的是您们选择了6例深低

动脉近端，且其与锁骨下动脉起始处之间有合理的锚
定点。我们可能在左锁骨下动脉处使支架外顷或将裸
露的金属部分放入其开口而不是真正的将其封闭。
有4例患者是非计划性地封闭左锁骨下动脉，术前
亦未行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转流，但这些患者
没有发生神经系统的后遗症以及上肢缺血的并发症。

温停循环患者。为什么您们选择这样的患者入组进行

Dr Ikonomidis：有关脑脊液引流结果如何?我注

分析？很明显，应用支架治疗不需要停循环，而从许

意到在开胸对照组有80%的患者接受脑脊液引流，而

多研究中我们已知道主动脉手术特别是时间长的主动

TEVAR组为40%。请问这两组神经系统的并发症发

脉手术，停循环本身就是神经系统并发症以及死亡率

生率如何？您们有没有设想在TEVAR组增加更多患

高发的因素。第2个问题是对照组如果去掉这6例患

者的脑脊液引流来改善治疗效果？您们的治疗策略有

者，结果会如何。

变化吗?

Dr Desai：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入选患者是

Dr Desai：我们的治疗策略没有变化。TEVAR组

以患者的病理解剖为基础。如果患者有足够的2区锚

C型封堵很少。因此很少有主动脉被封堵。肋间动脉

定区，此患者就被考虑收入本研究。并不是所有存

被破坏也很少。这一点可以解释两组间脑脊液引流率

在2区锚定区的患者都可行主动脉阻断。在这种情况

的差别。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文章中没有详细提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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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曾经接受过升主动脉瘤修复，这也会影响脑脊液引

我们不喜欢病例较少，单中心的、资料稍显凌乱的报

流的应用。还有全组仅4~5例瘫痪发生，不可能分析

告，但这需要找出办法来使工作做得更好。

出详细的原因。
我们的方案是对C型封堵和以往接受过腹主动脉
干预的患者放置脑脊液引流。

第二，我想您们结论部分的幻灯需要重新做。您
们的资料难以支持接受TEVAR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低
的结论。唯一有意义的优势比是女性疗效在开胸对照

Dr Ikonomidis：最后一个问题是经髂股动脉入

组中的优势。所有其他的优势比均超过1.0，您们是

路并发症的发生率。TEVAR组几乎有1/5的患者有不

如何得出接受TEVAR治疗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

同程度的髂股动脉入路并发症。我相信所有这些都不

的结论的？

是在股动脉或髂动脉走行很直的状态下发生的并发

Dr Desai：对于您提到的第一个有关多变量调整

症。然而这一数据还是稍高一些。在您们评价患者的

的问题。在我们进行倾向配对时确实遇到了数据丢失

过程中有无涉及学习曲线的原因？您们发生这些并发

问题。

症随时间改变而改变吗？您们是因此现象对 TEVAR

Dr Miller：有无出现对比患者数量不足？

组的术前手术入路进行改变?

Dr Desai：是，配对资料不足。我在此所提及的

Dr Desai：我们有手术自由度更大的腹膜后入

Cox比例风险模型与倾向匹配分析有相似的风险因素

路，同时也有其他入路可选择。有一些入路切口更

校正，但倾向匹配分析表面上看更容易懂，全面的多

小，有一些入路操作更灵活。也的确有学习曲线问

因素风险分析与倾向评分校正相似。

题。在我们2009年西部胸科会议上展示500例大宗

就并发症发生率而言，我们的资料显示在围术期

TEVAR治疗结果时，我们发现入路并发症在最初250

开胸对照组患者的通气时间延长更为常见。其他的并

例中的发生率是之后250例患者中发生率的1倍，而根

发症在开胸对照组也比较高。但更大样本量研究的这

据我们当前的手术设计以及路径选择，这一并发症很

种差异不一定会有显著性意义。

少见。与之相似的，在TEVAR组患者中术后以及围

围术期肾衰竭的问题在大型系列研究患者中可能

术期脊髓缺血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不仅是放置了脑脊

会有意义。我想应用目前的治疗手段，不论对于开胸

液引流管，同时也是因为采取措施对血流动力学进行

对照组还是TEVAR组的患者，即使样本量相当大，

管理。

在死亡率、脊髓并发症或卒中同期处理方面也很难得

Dr D. Craig Miller (Stanford, Calif )：我正在找

出显著的差别。

Alberto Pochettiino, Joe Bavaria 或Wilson Szeto，因

Dr Miller：我们回头看一下优势比，看一看哪

为我不确定问Nimesh这么多难题是否公平，我想您

项超过1.0。这一点看起来与EVEREST-Ⅱ试验 (血管

们可能认为John Ikonomidis削弱您们的气势。

内瓣膜边缘修复研究，Endovascular Valve Edge-to-

我想您们也有一个疑问。您们两组的患者数量和

Repair Study)很像。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如果深入

不良事件都很少，您们也承认这一点。那您们如何将

研究，就会发现结果是因为输血和辅助通气的时间不

您们的这一结果做广泛推论？尽管您们根据患者解剖

同造成的。我的观点是您拔高了您的结论。

特征进行了配对分析，但您们也没有完全利用统计学

您在幻灯中提到以往开胸置换手术的患者中，

回顾分析。这项研究不是可以应用倾向评分分析的好

下肢轻瘫痪/瘫痪的发生率介于2%~8%之间。需要

例子吗？它可以在分析相互混淆的独立变量时不易产

注意的是，Joe Coselli组最初报道的这一发生率

生偏差。您们的方法会使数据产生偏差。但您们至少

为0.8%。

做到了两组患者一一对应的比较。我不认为我们目前

Dr Desai：其0.8%的数据指弛缓性瘫痪的总发生

作为一项标准的临床研究报告在做回顾性分析对比观

率，而本报道中5.7%指永久性轻瘫的发生率。轻瘫

察时可以不进行数据校准。然而数据样本过小，可能

的定义比较广泛。

不足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倾向分析模型。我们的确真正

Dr Miller：相当充分的解释，我同意。这也是不

需要以严密的多中心的合作方法，引入更多的病例数

良事件，定义有一定的主观性且世界各地不同。我想

量来解决您们所提出的这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承认，

说的是由于TEVAR时代 (19年前即1992年我们在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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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时候)的发展，胸部血管疾病的治疗被简单化。

实际情况是支架当时并没有，最少需要6~8周设计血

许多与您们研究相似的研究信条是只要“不劣于”就

管内治疗方案，然后从厂家得到支架产品。如果其在

可以作为患者的福音。在以前能够行开胸治疗胸主动

6~8周期间病情稳定且能够等到支架被制作和送达医

脉病变且结果很好的一些治疗中心，目前开胸手术技

院，那他们可以接受血管内治疗。因此有一种偏见认

术也在弱化。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开胸手术以及接

为多数接受开胸手术的患者都是病情相对不稳定，有

受TEVAR治疗的患者术后长期疗效，需再次干预治疗

些甚至是出于主动脉破裂的边缘。虽然如此，开胸手

率以及术后生存率的比较结果目前仍无定论。

术的结果非常好。现在几乎所有开胸手术的患者都可

Dr Marc R.Moon (St Louis, Mo )：您的幻灯中有
提及，随访中有些动脉瘤由4 cm长到7~8 cm的吗？

以应用血管内技术治疗。
原则上我同意需要大型多中心随机研究对比开胸

Dr Desai：是的，有几例如此。

与血管内治疗动脉瘤的结果。然而，就目前的全球技

Dr Moon：请问这些病例进展如何?

术而言，这两种治疗的选择不可能做到完全随机。没

Dr Desai：有几例转为开胸手术。我们早期的一

有患者愿意参与这项研究。虽然在进行某项治疗之前

个关于TEVAR治疗的经验是，如果近端是Ⅰ型内漏，

我可以与患者交流意见，但我不能确定哪种治疗是最

这种动脉瘤常常不稳定。这样动脉瘤会增长非常快，

好的。进行大样本随机研究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我想

甚至比您不处理它增长还要快。您将被迫通过再植入

现在世界上不可能再进行如此的研究了。

一个支架或开胸手术再次干预治疗这样的患者。您如
果不将近端封闭，这组患者动脉瘤会进展非常快。

Dr Desai：如果我可以总结的话，从文献的报道
来看，主动脉内放入支架不会改变动脉瘤的自然病

Dr Moon：您们置换4 cm的主动脉吗？什么界限？

程。经EVAR或TEVAR治疗的患者不会像接受开胸手

Dr Desai：在发展较快的囊状动脉瘤中可以见到

术的患者那样，术后预期寿命会延长。我们想对大家

尺寸小的情况。

讲明的是，根据我们讨论的有限的资料，不论您接受

Dr Pochettino：由于多数开胸手术是我实施行

TEVAR治疗或开胸手术治疗，您术后的存活率是相

的，因此我来回答Dr Miller的评论。虽然很多患者是

似的。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不接受治疗的对照组患

在病情不稳定且需要开胸条件下接受这种手术，我们

者。但是如果接受治疗，开胸方式与TEVAR方式结

仍对以前开胸手术有如此好的结果感到惊讶。以往的

果相似，患者接受何种治疗方案由他自己选择。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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