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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科团队累积经验的重要性大于外科医师个人经验

目的：外科医师个人经验和外科团队累积经验对手术效率均有影响。本研究旨在定量评估外科医师个人经验和外科
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的累积经验对单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CABG）的
影响。

方法：应用前瞻性收集的回顾性数据库对我院单纯CABG患者的所有病历进行分析。应用多元广义估算公式回归模
型对患者组合因素进行校正，进而评价心外科主治医师经验（进修期结业后）和心外科主治医师与心胸外科进修医
师协作完成的手术例数（累积经验）对体外循环时间和阻断时间的影响。

结果：自2001年至2010年，共有4068例连续患者在我院接受单纯CABG，由11位外科主治医师和73位心胸外科进修医
师完成。主治医师进修期结业后的经验平均为10.9±8.0年，每一对心外科主治医师与心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完成的手
术例数平均为10.0±10.0例。校正患者风险后，外科主治医师进修期结业后的经验和外科主治医师与心胸外科进修医
师协作完成的手术例数（协作累积经验）均显著降低体外循环时间和阻断时间（P <0.001）。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
进修医师协作经验的影响力远大于手术经验，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经验的β统计量是外科主治医师
经验的3倍。

结论：心外科主治医师和心胸外科进修医师的累积经验对体外循环时间和阻断时间都有明显影响，而与心外科主治
医师进修结业后的学习曲线无关。这些发现表明，CABG术中手术效率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
修医师的团队协作经验，而非外科主治医师的个人经验。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328-33）

质量改善原则在外科学界的应用催生了大量工

研究发现，此类团队协作失败与团队构成紧密相关；

作，使我们能够洞察团队动力学对手术疗效的影响。

既往有合作经验的团队成员出现团队配合不协调和由

即往研究提示 [1]，外科界可以用定量和行为方法评估

此导致的手术失误远低于成员间相互陌生的团队 [3]。

手术疗效，由此引进了一些重点策略，其目的是改善

这种失误降低可能是团队累积经验的结果[4]。

手术疗效、并最终改善患者安全性和转归。最近一项
研究探讨了人为因素对心外科手术的影响，研究发现
团队协作的失败与手术失误显著相关 [2]。随后的一项

尽管众多研究强调团队动力学高效（团队的累积
经验可加强该动力学）的重要性，但个人技术熟练的
重要性不应过份强调。学习曲线分析提示，手术技术
随外科医师个人年资增长而显著提高 [5]。同样，大量
文献对外科医师随年资增长的手术疗效和技术提高有
不同解释。此外，据我们所知，没有研究比较过团队
经验程度与个人手术经验。从实践角度而言，这样的
数据肯定非常有用；如果个人的技术熟练度远大于团
队累积经验的影响力，则提高个人的技术熟练度（如
教学或模拟）将会有效提高手术疗效和质量。相反，
如果证明团队累积经验是手术疗效优化的主要推手，
则人员配置等管理学方法可能为提高手术质量提供最
佳的解决方案。
为研究这些问题，本研究尝试创建一项研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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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师与心胸外科进修医师以往协作完成的单纯

缩写及缩略词
CABG

=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CPB

= 体外循环

X-clamp

= 阻断

CABG手术台数。校正外科主治医师和患者风险后，
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次数对CPB和
X-clamp时间的总体影响定义为累积经验对手术学习
曲线的影响。布莱根妇女医院机构评审委员会核准了

型，结合了外科医师个人学习曲线的传统方法 [5]与一
个衡量团队累积经验的指标。准确获取后一指标的难

本研究（方案号：2006p000586）。
统计学方法

度极大。能够足够清晰地将团队累积经验进行定量的

应用线性回归模型评价患者水平风险以及影响

回顾性临床和（或）行政数据库寥寥无几。尽管通过

CPB和X-clamp时间的危险因素。协变量包括：患

前瞻性方法来获取这些数据是有利的选择，但此类研

者年龄、性别、体表面积、射血分数、术前透析、

究的年限必定遥遥无期，因为必须同时获取外科医师

术前心房颤动、心源性休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

[5]

个人的学习曲线，而这可能需要10年或更长 。

介入治疗<6小时、术前应用球囊反搏或血管活性药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使用一个前瞻性采集的

物、外周血管病、不稳定性心绞痛（无术前7日内心

数据库获取外科医师个人的经验和心胸外科第一助手

肌梗死）、左主干病变、脑血管病/脑血管意外、糖

进修医师的经验。通过对单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尿病、病变血管支数、心肌梗死、是否急诊手术、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CABG）的评价，本

充血性心力衰竭/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根据

研究旨在探讨外科主治医师的经验和每一对外科主

对CPB和X-clamp时间的影响以及资料的完整性 [7] ，

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累积经验对手术效率的影

选择协变量。根据Collett的方法建立稳健模型 [8]，并

响。尽管该方法无法考量整个团队（例如麻醉师、外

简述如下：建立单因素分析模型，所得P 值小于0.15

科技师和巡回护士），但能够深入洞察外科团队经验

的术前、术中危险因素纳入多元回归。采用逆选法

的影响及其与外科医师个人经验的关系。

去除非显著变量（P <0.1）。进一步通过正选法检验
非显著变量（P =0.1）、通过正选法检验全部可能的

资料与方法

两两交互作用（P =0.1）。最后，去除全部非显著主
效应（除非主效应是两两交互效应中的变量）以及

研究人群和数据来源

交互效应。

本研究主要目的为比较外科主治医师-心胸

校正患者风险后，外科主治医师经验和外科主治

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累积经验和外科医师个人经

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配对经验以连续变量形式纳

验对单纯CABG手术效率[效率指标是体外循环

入模型（CPB和X-clamp时间）。通过多元广义回归

（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时间和阻断

模型构建预期的手术团队学习曲线，构建过程考虑患

（X-clamp）时间]的影响。入选标准包括2001年12

者对不同主治医师的聚类效应。在最终模型中，手术

月28日至2010年12月30日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时间（CPB和X-clamp时间）为因变量，主治医师经

and Women hospital）的全部单纯CABG手术。排除

验和团队配合经验为预测因素，患者混杂因素为协

标准包括合并其他手术（即瓣膜手术和迷宫手术）的

变量。考虑到手术时间和经验不一定是线性关系，

CABG手术以及数据缺失的所有个人病历。

我们尝试了二次项模型和对数模型的进一步筛选 [9]。

通过一个按胸外科医师协会 [6]全国数据库标准建
模的前瞻性采集数据库收集术前、血流动力学、术中

应用SAS 9.2版（SAS Institute Inc，Cary，NC）中的
GENMOD模型进行统计。

和术后特征。主要因变量为CPB和X-clamp时间。校

通过模型预测，基于每一对外科主治医师-心胸

正患者风险后，创建了纳入术前及术中变量的多元回

外科进修医师配合次数计算预期手术时间以及相应的

归模型。此外，外科主治医师的经验定义为心胸外科

预期手术时间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以医师经验增长

进修期结业后至手术日期的工作年限，采用该经验对

或与团队协作经验增长为横坐标建立预期手术时间降

主治医师学习曲线进行校正。累积经验定义为每一对

低曲线图。全部分析为双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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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数据库共包括4068例单纯CABG患者、11位外
科主治医师、73位心胸外科进修医师的9年资料。平
均协作累积经验为10.0±10.0例，最少1例、最多62
例；协作经验成偏态分布，峰值偏右（图1）。平均

年

图2 心外科主治医师个人经验的分布。

每位医师个人经验10.9±8.0年，但分布不均质，大
部分医师从业经验小于20年，其中从业年限最长者为
39.2年（图2）。患者术前基本信息、血流动力学资
料、手术中资料列于表1。值得注意的是，平均CPB
和X-clamp时间分别为103.8±38.8分钟和78.6±28.9
分钟。
应用逆选法和正选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提示，年
龄、性别、糖尿病、术前充血性心力衰竭、术前心源

量比主治医师个人经验的β统计量高出3倍。换句
话说，与主治医师个人经验每增加1年相比，主治医
师、进修医师协作完成的手术每增加1例，预期CPB
和X-clamp时间将缩短300%。从模型中剔除主治医
表1 人口学、血流动力学和手术特征
特征

性休克、术前射血分数为CPB延长的危险因素。相应
的，仅患者年龄、性别、糖尿病为X-clamp时间延长的
危险因素。尽管多元模型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上述

平均值或%

人口学
年龄（年）
男性

66.3±10.5
76（n=3107）

模型对于CPB和X-clamp时间延长的区分度不强；校正

体重（kg）

后CPB和X-clamp时间模型的R 2分别为2.1%和1.5%。

吸烟史

58.5（n=2379）

糖尿病

37.9（n=1542）

通过校正患者危险因素，外科主治医师经验（自
进修结业后的时间）和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

肾衰竭（术前透析）
慢性阻塞性肺病

修医师协作经验（一起协作的手术例数）对CPB和

脑血管病

X-clamp时间进入最终模型。最终模型见表2、3和图

既往卒中史

3。此外，模型还校正了进修医师个人从业经验（手
术例数），但该变量对结果无显著影响（P >0.05），
因而从模型中剔除。
外科主治医师进修后经验和外科主治医师-心胸
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经验对CPB和X-clamp时间具有显
著影响。加入这两个变量对结果区分度影响较大，
CPB和X-clamp时间模型的校正后的R 2分别增加7.2%
和6.1%。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经验
对结果的影响显著超过主治医师个人经验（图3）。
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经验的β统计

充血性心力衰竭
术前心律失常

85.9±18.4

6.9（n=282）
10（n=414）
12.2（n=497）
5.1（n=209）
24.9（n=1016）
5.2（n=211）

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
Ⅰ

19（n=773）

Ⅱ

44.2（n=1800）

Ⅲ

28.5（n=1161）

Ⅳ

8.2（n=334）

既往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13.5（n=131）

既往瓣膜手术

1.6%（n=16）

血流动力学
射血分数（%）

51±13

肺动脉压（%）

27±11

手术资料
手术状态
择期手术

45（n=1829）

限期手术

50.8（n=2068）

急诊手术

4.2（n=169）

紧急手术（%）

<1（n=2）

体外循环时间（分钟）

103.8±38.8

阻断时间（分钟）

78.6±28.9

乳内动脉（单侧或双侧）

94.7（n=3841）
89.5（n=3642）

年

左侧

图1 心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累积经验的
分布。

右侧

0.4（n=17）

双侧

4.5（n=182）

2

3

风险校正模型

变量

β统计量

最终累积协作经验模型

可能性>|t| β统计量

可能性>|t|

截距

185.31

<0.0001

190.16

年龄

－0.23

0.0004

－0.22

0.0005

性别

－6.96

<0.0001

－6.99

<0.0001
0.0602

<0.0001

充血性心力衰竭

－3.20

0.0489

－2.98

心源性休克

－19.88

<0.0001

－16.02

0.001

射血分数

－0.13

0.0128

－0.14

0.0072

糖尿病

－3.32

0.017

－3.79

0.0052

外科主治医师经验

－0.33

<0.0001

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
进修团队累积经验

－0.85

<0.0001

手术时间（分钟）

表2 体外循环时间多元回归模型

外科团队经验（既往协作手术例数）造成的CPB时间减少
外科团队经验（既往协作手术例数）造成的X-clamp时间减少
主治医师经验（年限）造成的CPB时间减少
主治医师经验（年限）造成的X-clamp时间减少

图3 主治医师个人经验和累积经验对体外循环（CPB ）和
阻断（X-clamp ）时间的相对影响。

者风险后，外科主治医师从业经验每增加1年，CPB
师个人经验后，校正后模型中CPB 时间的R 2 仅轻度
降低，从7.2%降至6.9%，X-clamp时间的R 2 从6.1%
增至6.9%。相反，从模型中剔除外科主治医师-心胸
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经验后，校正后模型中的CPB和
X-clamp的R 2 均明显下降（前者从7.2%降至2.7%，

和X-clamp时间分别降低0.32和0.36分钟。假设某医
师从业20年，手术结果的提高小于10%。其次，我们
发现外科主治医师与心胸外科进修医师的协作手术例
数对手术效率的影响很大（由CPB时间和X-clamp时
间的因变量）。本资料提示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

后者从6.1%降至2.2%），这提示主治医师个人经

进修医师协作手术例数增加与CPB和X-clamp时间呈

验仅轻度提高模型区分度。图3通过图解表述了校

显著反向线性相关。当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

正患者风险和主治医师个人经验后的模型。如图所

医师协作超过50例手术后，本研究检测到其手术效率

示，在配合超过50次以上之后，CPB时间降低44%，

提高将近45%。
本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一致。首先，本

X-clamp时间降低36%。

研究重申了协作经验的重要性 [3,10,11] 。团队手术结果
的提高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包括从他人那里学到

讨论

的个人经验和团队配合 [12] 。本研究认为，有效的团

本研究包括了近10年、4000例单纯CABG手术经

队配合对手术结果影响更大，特别是对心外科手术

验，全部手术由11位心外科主治医师和73位心胸外科

的影响，既往文献的旁证提示团队配合不力将导致

进修医师完成。本研究提供了如下重要启示：首先，

严重的后果 [13-15]。特别是，当进修医师了解了主刀技

与既往的外科学习曲线研究不同 [5]，本研究提示，与

术特点、团队其他成员的任务和自己在团队中所处

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经验相比，主

的位置后，才能产生有效团队配合 [12] 。其他术种，

治医师学习曲线对结果的影响显得并不重要。校正患

如骨科手术，提示有效团队配合将降低手术时间达
10% [12] 。这种现象同样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研究
中得到证实，但团队配合对手术时间的影响不如骨

表3 阻断时间多元回归模型
风险校正模型

变量

β统计量

截距
年龄
性别
糖尿病
外科主治医师经验
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
进修团队累积经验

4

101.23

最终累积协作经验模型

可能性>|t| β统计量
<0.0001

142.48

可能性>|t|
<0.0001

－0.15

0.0008

－0.17

0.0036

－6.88

<0.0001

－6.73

<0.0001

－2.50

0.0096

－3.91

0.0017

－0.36

<0.0001

－0.89

<0.0001

科那样显著 [16] 。最后，在乳房成形术中，本研究小
组发现配合6~10例手术的搭档比配合例数少的搭档
在手术中耗时短 [17]，手术时间减少近15%。
尽管本研究与既往同类研究的累积经验一致，本
研究相对于其他研究而言，其时间降低幅度明显。
CPB时间X-clamp时间分别降低44%和36%，累积经
验的效果远远超出其他外科研究所见。可能原因如
下：首先，作为累积经验的结果，复杂程度低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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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其耗时的减少幅度小于复杂程度高的手术

[12,16]

。

结论

其次，本研究资料选自一个心外科手术量大的教学医
院，其外科主治医师流动小且进修医师比较密集。多

本研究试图通过定量方法评价外科主治医师-心

数研究仅能了解到大约10例手术的协作团队，而本资

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经验和外科主治医师个人经验对

料中团队协作的手术例数超过50例。本研究凭借患者

手术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校正患者风险后，

数量多，稳健的数据库可用于危险校正，以及多个团

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经验对CPB和

队的累积经验，我们可以获得有统计学意义及临床意

X-clamp时间（心外科手术风险最高的时间段）影响

义的强有力的结果，但尚未经其他研究者证实。

很大。并且，与既往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外科主治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外科主治医师的学习曲线

医师及进修结业的学习曲线对手术结果影响不大。综

与进修医师学习曲线对临床手术结果影响甚微（特

上所述，本研究提示外科主治医师在进修医师受训阶

别是后者无统计学相关性）。校正患者风险后，我

段已熟悉CABG技术，因此在进修之后的从业阶段，

们发现医师每增长1年手术经验，CPB和X-clamp时

技术提高并不大。同时，这些研究结果提示，随着外

间仅降低几分之一分钟。这一发现明显不同于当前

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师协作经验的积累，其

[5,17]

，学习曲线研究认为医

对手术效率有显著影响（合作手术例数多的团队，手

师经验的增长会出现有临床意义和统计学意义的手

术结果改善近50%）。这样的结果突显了心外科有效

术时间缩短。主治医师在进修结业后的手术效率仅

团队配合和积累协作经验的重要性。

的手术医师学习曲线研究

有轻微改善这样的结果显得有些不合理，但心外科
手术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可能是本研究与既往

局限性

研究不同的原因。与许多其他领域的手术（如整形

通过近10年的心外科手术资料，本研究试图通过

手术、矫正术、普外科手术）相比，心外科手术种

定量方法回顾性评价外科主治医师-心胸外科进修医

类较少（CABG、瓣膜置换术、瓣膜修复术），但受
训者在成为心外专科进修医师之前已经熟练掌握了
普外科技术。因此，在当进修医师期间，受训者已
经为将来主治阶段进行CABG做好了相当的准备。一
些研究提示，心外科受训阶段所掌握的技术，其学

师协作经验累积和外科主治医师个人经验对手术结果
的影响。尽管本研究通过校正患者风险优化结果，但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本研究资料采自教学医
院，因此教学培训是该单位的重要工作。因此，本研
究结果能否推广到其他医疗模式不同的医院尚不明

习曲线不明显 [18,19]。心外科的学习曲线往往在新技术

确。此外，外科培训任务可能影响到手术结果，并且

中比较明显，如机器人手术 [4,10,11]和经主动脉/经心尖

造成主治医师学习曲线对手术结果影响甚微的现象。

主动脉瓣置换术 [20]。
我们对手术疗效的评判基于CPB和X-clamp时

参考文献

间。这两个时间段是心外科手术中风险最高的时段，
对此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在CPB阶段，心脏停跳、
脑及身体其他部位平流灌注，因此有可能出现诸多
已知风险，如卒中、肾衰竭、凝血系统活化等 [21] 。
X-clamp时间是指CPB开始而主动脉被阻断，心脏处
于缺血阶段的时间。除了CPB带来的风险，长时间
X-clamp也有可能增加心血管功能障碍的风险。因
此，这两个时间变量不仅可以提示团队配合的效率，
还可直接借此估计患者并发症发生的可能以及总体医
疗质量。鉴于本模型提示好的团队配合将显著降低
CPB和X-clamp时间，本研究临床意义较大。遗憾的
是，由于既往10年的手术并发症资料的缺失程度不
同，本研究暂不能评估相关并发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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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患者个体化采用Y型管道促进Fontan手术血流动力学

背景：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total cavopulmonary connection，TCPC）中，研究者设想采用分叉Y型人工血管作
为Fontan隔板可改善血流动力学。本研究通过数字仿真技术对5例患者的术后资料进行分析，藉以评估这一推测。

方 法：患 者接 受主- 髂动脉分叉Y 型管 道作为Fo n t a n 术的 板 障 通 路后，通 过磁共 振 或 计算 机 断层扫 描 技 术
（computed tomography，CT）进行图像分析。利用在体血流速及两个水平的模拟运动进行数字仿真。对每例患者
建立两个虚拟TCPC模型作为血流动力学的对比基准。对比参数包括吻合口血流阻力和下腔静脉血流分布。

结果：研究结果表明，Y型管道的血流动力学参数良好。与常规TCPC对照组相比，下腔静脉血流分布有所改善，但除
1例患者无论在静息和运动状态下都有显著改善外，吻合口处的血管阻力无明显区别。作为一种关键策略和重要调
整，还需对外科Y型管道植入吻合部位的血流动力学进行分析，藉以明确这种双通道连接设计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结论：连续5例患者接受了Y型管道Fontan手术并取得了较好的血流动力学结果。对植入过程中外科操作技术的训
练有助于提高这种手术方法的能效，并能改善远期预后。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663-70）

功能性单心室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需要进行姑

Soerensen及其同事首次提出在Fontan连接中采用双通

息性外科手术（Fontan手术）。此类先天性心脏病

道这一理念 [5]（Optiflo，US Patent No. 7811244）。

的手术方法目前主要是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total

该创新性理念基于将单个腔静脉或上下腔静脉的血流

cavopulmonary connection，TCPC），即将上腔静脉

分开或者改道，藉以避免因血流在PA连接处对冲所

（superior vena cava，SVC）和下腔静脉（inferior

致的能效降低。

vena cava，IVC）连接到肺动脉（pulmonary

随后有诸多研究采用虚拟渲染模型尝试对

arteries，PAs） 。然而，与之前其他旨在提高能

Fontan手术Y型管道（半Optiflo）进行分析并使其

效的术式相比，因为上下腔静脉的血流发生对冲，

优化 [6,7] 。然而，最近Kanter及其同事 [8] 首次对Y型管

TCPC反而制造了一个不利的血流动力学环境 [2-4] 。

道在一系列Fontan手术中的临床应用进行报道。术

[1]

后影像学检查为这些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结果提供了
独特的观察视角，可与其他替代术式进行对比。本
研究通过静息及运动状态下的数字仿真技术，实现
了对患者吻合部位血流状况的评估，并且可以对同
一患者建立虚拟心外管道TCPC模式，同时就相关参
数进行对比。

方法
本研究涉及的临床患者影像学和（或）心导管资
料由埃默里大学和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机构审查委员会
审核同意。这两个机构之间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研
究所需的影像学资料获得每例患者的知情同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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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基本参数

缩写及缩略词
CMR
HFD
IVC
LPA
PA
PAVM
SVC
TCPC
YCPC

=
=
=
=
=
=
=
=
=

心脏磁共振
肝血流分布
下腔静脉
左肺动脉
肺动脉
肺动静脉畸形
上腔静脉
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术
Y型管道腔肺连接术

患者

年龄（y）

BSA（m 2）

Y型管道大小 (mm)

患者1
患者2
患者3
患者4
患者5

5.4
2.1
3.7
2.3
11.0

0.72
0.53
0.73
0.47
1.09

20×10
18×9
20×10
20×10
20×10

BSA , 体表面积。

行了CMR检查，因此可以进行时间变化相关的血流
患者及数据采集
亚特兰大儿童健康保健医院在连续5例患儿
中使用市售的主-髂动脉聚四氟乙烯分叉Y型管道
（W. L. Gore & Associates，Inc，Flagstaff，Ariz）
作为Fontan术的板障通路。这些Y型管道腔肺连
接（Y-graft cavopulmonary connections）被称为
YCPCs，患者特征如表1所示。3例患者在出院前进行
了心脏磁共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
检查，评估Fontan术的解剖情况，在IVC、SVC，左
肺动脉（left pulmonary artery，LPA），右肺动脉
（right pulmonary artery，RPA）及主动脉水平对血液
流速进行测定（通过相位对比方法）。在2例患者中
（患者1和5），采用CT检查替代解剖获取数据。患
者5在术前进行相位对比CMR检查获得了血流方面的
信息，而患者1则进行心导管检查获得血流速等信息

情况分析，另外2例患者则只能进行时间平均变化分
析。除了基础情况下的血流（静息状态）之外，运动
状态下也进行了相关分析。活动量限制是Fontan患者
已知的慢性病症之一 [14,15]。之前已有研究表明，随着
血流速度增加而出现的TCPC能量损失非线性增加可
能是主要因素 [16,17]。此外，因为静息状态下的少量能
效损失可能会在血流增加时被放大和加剧，因此这种
模拟方法可以评估某一特定连接几何体的血流动力学
特征和稳健性。每个标准常规下，模拟心排量达到2
倍或者3倍的水平，认为运动状态下使基线达到2倍
或3倍的水平，同时将这种变化假定为额外增加（按
时间进行平均）的IVC血流（大致相当于下肢运动水
平） [7,16] 。不同状态下肺血流的分流按照之前的研究
进行设置[18]。
主要的对比基线为吻合部位的血流动力学阻

（见表2脚注）。患者的解剖特征及流速参数（CMR

力（R）（R=

获取）根据之前发表过的方法进行重建 [9,10] 。在数字

静脉血流总量，BSA为体表面积） [17] 。此外，IVC

仿真中采用的血流参数指标见表2。

向 PA s 的 血 流 分 布 情 况 是 避 免 发 生 肺 动 静 脉 畸 形

； Δ 代 表 压 力 阶 差 ， Q VC为 腔

为了给这些YCPCs的血流动力学建立一个基准对

（pulmonary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PAVMs）

比，我们为每例患者制作了两个虚拟心外管道TCPC模

的重要因素[19]，也对其进行了定量测定[20]。这些数据

型，作为除Y型管道之外可选择的替代方案 [11]。这两
个虚拟方案在腔静脉位移方面稍有不同，分别是“T型

表2 术后血流相关因素

连接（t-junction）”和“平行位移连接（offset）”模
型。板障直径与Y型管道直径相当。图1显示所有连接
类型的解剖对比。
计算机流体动力学分析
一套经过全面验证的内部计算机程序（基于锋利
的接口方法和部分浸入边界步骤实现 [12,13]）用来进行
血流动力学分析。IVC直径的笛卡尔网格间距设置为
2%，足以进行独立网格划分 [13] 。控制方程在其完全
不稳定的程式中获得求解。3例患者（患者2~4）进
8

患者

心排量
（L·min-1·m-2） ReIVC

患者1*
患者2
患者3
患者4
患者5

3.8
3.8
3.4
3.0
3.5

564.0
110.4
178.5
118.2
136.0

百分比
IVC
55
32
45
44
24

SVC（/LSVC） LPA
45
68
55
56
55/21

48
33
34
74
68

RPA
52
67
66
26
32

CI ，心脏指数；Re IVC，IVC入口处的雷诺指数（静息状态下）；IVC，下腔静脉；
SVC，上腔静脉；LSVC ，左侧上腔静脉；LPA ，左肺动脉；RPA ，右肺动脉。
*血流参数来自心导管检查（其他患者均采自心脏磁共振检查）；肺血流取自

Q SVC ，肺血流和体血流的差异取自Q IVC 。肺动脉分叉处设置为交叉区域流出道
部分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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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1

患者2

患者3

患者4

患者5

患者

T型连接

平行位移连接

图1 患者YCPCs（第一行 ，聚四氟乙烯Y型分叉管道图像）和5例患者的虚拟T型连接模型（中间行 ）和平行位移连接
模型（底部行 ）。YCPC ，Y型管道腔肺连接；TCPC ，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

被称为“肝血流分布”（hepatic flow distribution，

（图2，A ）。

HFD）。为了便于对血流动力学进行定性对比，在适

关于基线状态下的HFD参数，Y型管道组在所有

，μ代表

患者中的阈值范围和标准差最小（图2，B ）。通过对

粘性，V代表速率）和三维涡心可视化参数（通过变

比，TCPC偏移模型组的阈值范围几乎达到100%，说明

当的情况下，采用了粘滞耗散量级（

形矩阵第二个不变量的等值面进行测算，Q）

[21]

。

患者个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尽管目前尚无被认
可的HFD“理想”值，但YCPC平均值（静息状态下）

结果

最接近50%，说明其可以达到理想的左右平衡。

阻力和HFD结果分别详见表3和表4，并概括于图

血流动力学详细分析

2。YCPC组阻力参数平均数值最低。不过这种趋势

如表3和图2中的A 图所示，阻力参数在不同患者

在1例患者（患者1）中偏移太过明显，YCPC的能效

中波动大。因此，与其把注意力集中在能量损失的绝

提高非常显著。对于其他患者，则只有细微的差别。

对值上，不如针对特定患者辨别在不同连接方式中影

在所有吻合部位，对模拟训练的非线性反应比较一致

响能量耗散的相关因素，然后寻找可行的改进方法。

表3 静息和运动状态下吻合部位阻力（mm Hg/min·L）汇总
2×

静息状态

3×

患者

YCPC

T型连接

平行位移连接

YCPC

T型连接

平行位移连接

YCPC

T型连接

平行位移连接

患者1
患者2
患者3
患者4
患者5
平均值

0.33
1.6
0.17
0.2
0.33
0.53

1.26
1.6
0.15
0.19
0.33
0.71

1.21
1.5
0.23
0.19
0.32
0.69

0.74
2.63
0.40
0.57
1.80
1.23

2.57
2.42
0.32
0.55
1.50
1.47

2.29
2.60
0.46
0.67
1.62
1.53

1.22
3.93
0.68
0.89
3.56
2.06

3.95
3.83
0.51
0.90
2.54
2.35

3.43
3.83
0.62
1.08
2.81
2.35

YCPC ，Y型管道腔肺连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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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HFD结果（%LPA）
2×

静息状态
YCPC

患者

T型连接

平行位移连接

YCPC

T型连接

3×
平行位移连接

YCPC

T型连接

平行位移连接

患者1
患者2
患者3
患者4
患者5

70
32
49
52
49

65
16
57
46
31

42
4
28
35
100

51
30
45
58
58

56
14
47
56
56

38
9
42
60
82

47
30
44
66
62

52
24
43
65
60

42
20
41
69
76

平均值
SD

51
14

43
20

42
36

49
12

46
18

46
27

50
15

49
16

49
23

HFD，肝血流分布；LPA ，左肺动脉；YCPC ，Y型管道腔肺连接；SD，标准差。

两种趋势可以加以明辨：局部血管紧缩所致的能量耗

择 [22]。如图5A所示，前面的TCPC模式呈现出严重失

散（图3），以及血流错综混合和回流所致的能量耗

衡的HFD（表示为蓝色 血流）分流到PAs中（因此右

散（图4）。

肺出现了PAVMs），这是由于右SVC和左SVC血流的

图3显示了对于患者1、2和5采用YCPC和TCPC

分布不均造成的（分别为55% Qs vs. 21% Qs）。相对

连接方式时，静息（顶部 ）、3倍（中间 ）流线和静

而言，图5B显示Y型管道将IVC导引到双侧PAs。不

息能量耗散曲线（底部 ）。就患者1而言，LPA的一

过考虑到能效问题，Y型管道的延长段（图1）会导

个切面存在轻微狭窄，进而导致两种连接模式中，即

致血流显著加速并分流到PAs分支中去（图3，C ），

使在静息状态下，LPA也会出现显著对流加速和能量

导致能耗损失的增加。

耗散。与T型连接相比，Y型管道的左侧分支则可以

余下的2例患者（患者3，顶部 ；患者4，底部 ）

扩大血管直径，避开缩窄部位，减少LPA远端的血流

中，图3显示了流速曲线（A）和涡心一致性（B；为便

分离（特别是运动状态下）。这些特性可以显著降低

于理解血流回复循环的复杂性）。在这些患者中，Y型

粘滞性损失（底部 ）。

管的分支都是几乎垂直与PAs进行相连，导致出现明显

对于患者2（图3，B ），在LPA也发现一处急性

的涡流（箭头处 ，图4，A ）。涡心（图4，B ）使得这

狭窄，不过狭窄段位于Y型管道吻合口的远端。因

些旋流更容易识别并能标注出其涉及范围。从观察到的

此，此例患者在所有研究对象中阻力参数最高，与

现象来看，这些旋流并非局限在一定的区域，而是从两

IVC板障连接方式无关（图3，底部 ）。

侧高剪切面一直延伸到IVC的分叉点和PAs的远端。因

本研究系列中患者5比较特殊，因为存在双侧
SVCs，术前数字模拟认为Y型管道连接是比较好的选

吻合处阻力

吻合处阻力

此，图4C显示了在涡心下游临近区域，出现了因为复杂
流体模式导致的相对高的能量耗散（彩色曲线）。
吻合处血流分布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图2 各种吻合术中（YCPC，TCPC，offset）吻合处的阻力（A）、血流分布（B）以及血流状态（1倍，2倍，3倍）的
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YCPC ，Y型管道腔肺连接；TCPC ，T型连接腔肺吻合；Offset ，平行位移连接腔肺吻合；
HFD ，肝血流分布；LPA ，左肺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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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2

患者5

静息时粘滞耗散

3倍血流速

静息状态下流速

患者1

图3 患者1（A）、2（B，代表性图像）和5（C）中YCPC和TCPC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对比。每例都标示了静息流速曲线
（最上行 ）、3倍流速曲线（中间行 ）和粘滞耗散等高线（最下行 ）。YCPC ，Y型管道腔肺连接；TCPC ，全腔静脉肺
动脉连接。

讨论

Marsden及其同事 [7] 在一些特别的病例模型中进行了
数字模拟研究，重点关注IVC的分叉血流，再次证明

[8]

与Kanter及其同事 的相关临床报道相结合，本

这种术式在能效提升方面的潜力。

研究明确表明Fontan术中植入Y型管道是可行的。此

这些假说并没有在当前的体内研究中得以证实。

外，本研究还明确阐述了这种外科术式相关的血流动

在所有5例患者中，4例患者的Y型管道阻力与虚拟

力学特征。换言之，采用Y型管道并非表明这一定是

TCPC对照组相当。很显然，因为这是首次尝试在

最具能效的理想术式

[5-7]

。接下来的部分会对几何参

数设计中涉及的数字模拟三维流速场进行分析。

Fontan手术中系统性采用Y型管道，外科操作方面还
需要完成一个学习曲线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但从本组
病例没有出现早期不良结果来看，这种术式还是很有

血流动力学能效

前景的。这些结果提示YCPC在理论设计尚未达到最

腔肺吻合通路中采用分叉血流的理论优势探索发

佳状态时，已经能够与TCPC的能效基本相近。至少

起于Soerensen及其同事 [5]的试验和数字模拟研究，结

在1例患者中，我们已经清晰看到YCPC的能效优于

果显示Optiflo多个分流模式可以实现最理想的TCPC

TCPC。

术式。与传统的腔肺静脉90度连接导致血液对流不

在患者1病例中，阻力下降事实上得益于Y型管

同，Optiflo有效的引导血流平稳线性进入PAs分支。

道扩大并越过了LPA上面的急性狭窄段，否则后者会

3

11

患者3-静息状态下

涡心等值面

涡流+粘滞耗散

患者4-3倍血流速

流速（cm/s）

图4 患者3（顶部 ，静息状态下）和患者4（底部 ，3倍）的流速曲线（A）、涡心等值面[Q=800（顶部 ）， Q=13000
（底部 ），B ]和涡流等值面的粘滞耗散等高线（C）。

成为一个显著的限制性因素。综合近期报道显示，在

度、大小等）。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优化有利于外

单心室患者（特别是那些伴有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的

科操作的决策，但是设计变量尚不精确的限制使得

[23]

，Y型管道成为

这些分析实际上无法转化为对外科操作指导的量化

一个契合的解决方案。当然，这种特别的用途并不会

指 标 。 然 而 ， 管 道 分 支 与 PA 纵 轴 之 间 尽 量 保 持 正

掩盖其在能效提升方面的基本优势。

切线性关系的重要性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那就是

患者）中常伴发主动脉弓下PA狭窄

导致能效差别的一个可能原因是Y型管道分支的
[7]

大小。较大的分支有助于降低流速和剪应力 ；但是

Optiflo最初的设计理念以及在本研究中显示出的令
人关注的应用前景。

他们又受限于局部空间，并且就产品来说也不是现成

就此而论，在这些患者的吻合术中，两大主要不

的。如果没有预制的产品，分叉管道就必须进行特别

足限制了血流动力学能效。第一个不足是，在大多数

定制，这样会进一步增加设计方案的不确定性，并且

吻合术中，都是以接近90度的方式连接的。这种直

导致术式失败（比如，缝合部位的血栓形成）。更实

角连接方式会使血流由IVC进入PA时先与对侧血管壁

际的问题是，能否仅仅利用当前的管道，而不是定制

（如SVC）进行碰撞，然后通过伴PA轴向血流的二

不同大小形状的管道，就能取得相应的能效结果？

次折返进入PA。如图4所示，这种二次折返的血流造

[6]

Ya n g 及 其 同 事 最 近 进 行 了 一 项 研 究 ， 拟 对 Y

成的能量耗散会反向波及到相当长度的下游部位，降

型管道的参数设计进行优化（比如，分支位置、角

低吻合部位的能效。在前方通过一个曲线板障引导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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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对于患者5，以流线颜色标识血液来源的不同（红色 ，上腔静脉；蓝色 ，下腔静脉），A为平行位移连接TCPC模
型（在未对术式改良前的失败连接），B为改良后YCPC。TCPC ，全腔静脉肺动脉连接；YCPC ，Y型管道腔肺连接。

助于扩大吻合口，其效果比直接T型连接要好。在扩

一地保证Y型Fontan管道手术可达到最佳效果？答案

口连接中为了获得更好的能效，也建议在远端使管道

看起来跟患者的个体情况有关，包括PA的位置和直

切面与PA远端进行连接[24]。

径，肺静脉、SVC和主动脉等是目前Y型管道能否达

第二个不足是Y型管道过于接近或者置于中间部位

到预期的形状和部位的关键决定因素。对于以患者

时（相对于SVC），腔静脉血流之间持续混合并交互作

自身特点进行的Fontan手术的数字模拟技术还有一

用。在极端情况下，Y型管道的一个分支正好处于SVC

些潜在的应用前景 [22,25] ，既可以用来选择合适进行

的相反部位[如患者1，（图3，A ）；患者4，（图4，底

YCPC植入的患者，也可以为管道分支吻合的部位进

部 ）]，腔静脉之间直接发生对冲并导致能量损耗，分

行标记。

叉状的设计本身目的在于避免这种情况。将Y型管道右
侧远端分支与右肺上叶上PAs分支远端进行连接，左侧
分支与升主动脉后方的LPA分支进行连接是避免发生这
种情况的最佳选择。此外，对于远期可能进行Y型管道

腔静脉血流分布
均衡分布的HFD是防止发生PAVM的重要前提[19]。
目前尚无证据明确，阻止PAVM发生的两侧血流比例
的最低阈值是多少，然而50:50是个可取的目标。在

连接的患者，在Glenn手术阶段对SVC的吻合口要进行

本系列病例中，就不同腔肺吻合方法（YCPS vs.T型

适当调整，尽量在分支两侧留下充分的空间。

连接vs.平行位移连接）之间的HFD而言，在临床上

重要的是，这些设计因素与管道大小并无关系。

并无区别，40%或50%的HFD不会影响患者预后。但

事实上，较小型号的管道更加容易进行吻合。这为

是YCPC临床结果的细微改变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

选择Y型管道提供了支持，同时也提示在将来的研究

这会体现这种设计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通过对比，共

中，在彻底回答Y型管道大小的问题之前，应该对设

有3例患者进行TCPCs时会出现严重不均衡的HFD。

计方案进行不断优化调整。

因此，从整体来看，Y型管道可以显著促进IVC血流

从我们最初提出的设想来说，本研究表明Y型管

的分布，这些结果显示它可以降低异常血流模式的发

道可有效应用于一些Fontan手术中。但是其能效优

生。这种异常血流模式在某些特例中表现更为普遍，

势既未被证实也未被否定，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在

如IVC中断患者 [26] ，说明这些患者通过Y型管道可以

解剖空间受限的情况下，相关方案调整能否始终如

取得比心外板障更好的效果[22,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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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在数字模拟中把血管壁
都假设为刚性壁，并且采用了平均时间边界条件。尽
管这种假设对于数字模拟的排量分析只有轻微的影
响，但是也会影响几何构型，进一步改变对比结果。
另外，本研究显然还缺乏患者的长期随访，判断仿真
血流动力学的可行性；不过就已经获得的结果来看，
足以促使我们去进行长期的随访跟踪。这是首个关于
在体Y型管道Fontan血流动力学的分析研究，因此，
尽管还有诸多局限性，但相关结果还是显示出了有益
的临床价值。

结论
总体来说，我们首次对在体Y型管道Fontan手术
在不同血流状况下的详细血流动力学指标进行了分
析，并与基于患者设计的TCPC模型进行了直接对
比。得到了预期的IVC-PA血流分布相关数据，然而
血流能效表现未达到先前模型预期的指标。一个有益
的发现是，Y型管道可以跨越PA的狭窄段，使其适用
性更广。此外，鉴于流场的变化，还需对Y型管道植
入的外科操作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在更大范围对促
进能效提升的策略进行研究。未来的研究应该对这些
可能提升能效的策略进行建模并进行特征描述，评估
达到“最佳设计”的Y型管道外科植入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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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 手术

高危和无法手术的Ⅰ期肺癌患者的治疗：使用体部立体定向放射
治疗（RTOG 0236）、亚肺叶切除术（ACOSOG Z4032）和射频消
融术（ACOSOG Z4033）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比较

目的：本研究旨在比较3项分别使用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放射治疗肿瘤协作组（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RTOG）试验0236]、亚肺叶切除术[美国外科医师学会肿瘤学组（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Oncology Group，
ACOSOG）试验Z4032]和射频消融术（ACOSOG试验Z4033）的前瞻性临床试验的选择标准和短期预后结果。

方法：比较RTOG 0236（n=55）、ACOSOG Z4032（n=211）和ACOSOG Z4033（n=51）的入选标准和预后结果。根
据年龄、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态评分、第1秒用力呼气量占预测值百分比和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测值百分比，在
RTOG 0236和ACOSOG Z4032的临床ⅠA期患者中进行倾向性匹配分析。

结果：ACOSOG Z4033中接受射频消融术的患者年龄（75.6±7.5岁）高于RTOG 0236（72.5±8.8岁）和ACOSOG
Z4032（70.2±8.5岁）的患者（P =0.0003）。RTOG 0236、ACOSOG Z4032和ACOSOG Z4033中患者治疗前的第1秒用
力呼气量占预测值百分比分别为61.3%±33.4%、53.8%±19.6%和48.8%±20.3%（P =0.15）。RTOG 0236、ACOSOG
Z4032和ACOSOG Z4033中患者治疗前的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测值百分比分别为61.6%±30.2%、46.4%±15.6和
43.7%±18.0%（P =0.001）。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手术和射频消融术后的总体90天死亡率分别为0%、2.4%（5/211
例）和2.0%（1/51例）
（P =0.5）。总体来说，手术组患者中未校正的30天3级以上不良事件比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组
更常见（28% vs. 9.1%，P =0.004），但两组间的90天发生率无差异。ACOSOG Z4032中的临床IA期患者中，手术时发
现29.3%的患者实际病理分期更高。倾向性匹配比较分析显示，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和手术治疗之间的30天3级以
上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比值比：2.37；95%可信区间：0.75～9.90；P =0.18）。

结论：在适当匹配的患者中，亚肺叶切除与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早期并发症发生率无差异。这些结果表明，
需要进行随机试验来确定各种治疗方法的相对生存获益，这将有助于对高危患者进行分层。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692-99）

可手术切除的Ⅰ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为肺叶切
除术联合全身淋巴结评估。然而，许多Ⅰ期肺癌患者
被认为无法接受手术或手术风险较高 [1,2] 。对老年人
群来说，肺功能不全及合并心脏疾病使其无法进行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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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单中心研究显示3年总生存率为32%～57%。一

缩写及缩略词
ACOSOG =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肿瘤学组
AEs
= 不良事件
DLCO% = 肺一氧化碳弥散预测值
FEV1% = 第1秒用力呼气量占预测值百分比
NSCLC = 非小细胞肺癌
PFT
= 肺功能测试
RFA
= 射频消融
= 放射治疗肿瘤组
RTOG
SBRT
=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体

项随后的SBRT北美Ⅱ期试验 （RTOG 0236）显示，外
科医师或肺病专家认为不可手术的Ⅰ期NSCLC患者接
受SBRT后的3年无疾病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48%
和56%[22]。这些数据促成了SBRT和外科手术治疗可手
术的早期NSCLC高危患者疗效比较研究（ACOSOG
Z4099/RTOG 1021）。后者最近刚开始进行，需数年后
才有试验结果。当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整合到NSCLC治
疗时，明确了解患者选择标准、治疗相关并发症发生
率和死亡率及其肿瘤学疗效则非常重要。

术，一旦手术则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极高。虽然手术是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3项分别采用亚肺叶切除术

治疗高危患者的主要方法，但随着非手术疗法[如体

（ACOSOG Z4032）、SBRT（RTOG 0236）和RFA

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ACOSOG Z4033）治疗高危和无法手术的早期

SBRT）和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

NSCLC患者的临床试验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入选

RFA）]的发展，需要进一步了解各种治疗方法的患者

标准、短期预后和肺功能检测 （pulmonary function

选择、治疗相关并发症及相对肿瘤学疗效。

tests，PFTs）的早期变化。之所以对这些研究的入选

在SBRT和RFA出现之前，高危或不适合接受肺叶

标准进行比较，是为了确定各项研究中的合并疾病范

切除术的患者通常进行亚肺叶切除术。对于这些肺功能

围及其在这些研究间可能存在的重叠。使用倾向匹配

较差的患者来说，亚肺叶切除可能更有利于保留患者

法比较短期结果、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了解各队

[3,4]

。单中心研究显示，亚肺叶切除联合近距离

列患者中当前的选择标准和相关并发症，这将有助于

放射疗法与仅接受亚肺叶切除相比可以降低患者局部

在未来建立客观的风险分层系统，指导此类患者群体

肺功能

复发率（17.2%～18.6% vs. 2%～3.3%）

[5,6]

。鉴于上述

的治疗选择。

数据，美国外科医师学会肿瘤学组（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Oncology Group，ACOSOG）进行了一项

方法

Ⅲ期随机对照试验（ACOSOG Z4032），纳入Ⅰ期
NSCLC患者随机接受亚肺叶切除或亚肺叶切除联合近
[7]

本研究前瞻性地收集3项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

距离放射疗法 ，预计将在1～2年内获得局部复发率和

并进行了回顾性二次分析。所有数据均来源于RTOG

疾病相关生存率的数据。

和ACOSOG，且这两个组织均批准了这项分析。华

R FA 和 S B RT 已 越 来 越 多 地 被 应 用 于 临 床 上 无

盛顿大学医学院伦理委员会也批准了本研究。基于这

法手术和高危的早期NSCLC患者。多项小样本研

些数据，我们比较了患者的治疗前（基线）特征，包

究显示，早期NSCLC患者接受RFA后的2年生存率

括人口统计数据、肺功能和其他合并疾病。术前和

[8-11]

。一项评估Ⅰ期NSCLC高危患者

术后90天时进行PFTs测量，包括第1秒用力呼气量占

应用RFA疗效的Ⅱ期前瞻性非随机试验（ACOSOG

预测值百分比（FEV 1 %）和肺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

Z4033）已经完成，但生存率和复发率数据尚未生成。

测值百分比（DLCO%）。使用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

与常规分割放射治疗相比，SBRT可对分布在多个

（computed tomography，CT）和氟脱氧葡萄糖正电

为57%～78%

分割区内的肿瘤分别进行高剂量放疗

[3–5]

，产生破坏肿

子发射断层扫描确定所有患者的临床分期。

瘤的消融机制，同时陡峭的剂量梯度有助于避免伤害

RTOG 0236是一项在北美进行的Ⅱ期、多中心试

到周围肺实质及其他结构。既往研究显示，无法手术

验，旨在评价SBRT用于治疗无法手术的Ⅰ期NSCLC

及一些可手术的早期NSCLC患者接受SBRT后的局部

患者的疗效。这项于2004年开始的研究共纳入59例患

复发率相对较低，仅为3%～20%（取决于生物有效剂

者，已经发表了包含55例可评价患者数据的中期生存

[12-21]

。由于

率结果 [22]。主要终点为局部控制率，次要终点包括治

此类人群中普遍存在合并疾病，其预期总生存率通常

疗相关毒性、无疾病生存期、总生存期和治疗失败的

量、随访持续时间及局部治疗失败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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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期手术或放射治疗临床试验中的无法手术或高危患
者标准

没有根据是否使用近距离放射疗法对患者进行分层，

无法手术而接受SBRT（RTOG 0236）
的患者标准

顾性研究预先定义的入选标准（需为临床T1-2N0期

必需
由经验丰富的胸科肿瘤医师（胸外科手术医师或肺病专家）确定为
不适合手术的患者
不适合手术的建议标准
FEV1＜40%预测值
术后FEV1＜30%预测值
DLCO严重降低
低氧血症
高碳酸血症
VO2＜50%预测值
严重肺高压
存在严重终末器官损伤的糖尿病
严重的脑、心脏或周围性血管疾病
严重的慢性心脏疾病
高手术风险患者接受亚肺叶切除
（ACOSOG Z4032）或RFA （ACOSOG Z4033）的患者标准
必需
满足1项主要标准或2项次要标准
主要标准
FEV1＜50%预测值
DLCO＜50%预测值
次要标准
年龄＞75岁
FEV1或 DLCO为50%～60%
肺高压（肺动脉收缩压＞40 mm Hg）
左心室功能＜40%
PaO2＜55 mm Hg
PCO2＞45 mm Hg
Z4033的附加标准
由ACOSOG认可的外科医师确定不适合接受亚肺叶切除
SBRT，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RTOG ，放射肿瘤治疗小组；FEV 1，第1秒用
力呼气量；DLCO ，肺一氧化碳弥散量；ACOSOG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肿瘤学
组；R FA ，射频消融术；VO 2 ，最大摄氧量；PA ，肺动脉；PaO 2 ，动脉血氧分
压；PCO 2 ，二氧化碳分压。

模式。患者每8～14天内接受3个肺野分割20 Gy的放

将全部患者视为单一的亚肺叶切除队列。根据本项回
患者），排除了ACOSOG Z4032中的1例患者。而此
前发表的Z4032短期结果中，所有注册患者只要接受
了亚肺叶切除或亚肺叶切除+近距离放射疗法（无论
是否符合入选标准）均纳入意向治疗分析 [7]。该例排
除患者在数据库中被归类为临床N2期，因此不符合
本项比较3种治疗方式的回顾性研究入选标准。前瞻
性收集合并疾病和PFT数据，根据预先定义的客观标
准确定高危患者（表1）。记录的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AE）均采用通用不良事件标准3.0版 [23] 。每
个AEs类别中均包含事件的严重程度或级别的描述。
1、2、3、4和5级分别代表轻度、中度、重度、危及
生命或致残、导致死亡的AE。
ACOSOG Z4033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估接受RFA治
疗的高危ⅠA期NSCLC患者的2年生存率。其他评估
结果包括RFA后的局部、区域复发和远处转移的发生
率，以及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该研究
完成于2010年7月，共纳入54例患者。主要终点数据
仍在生成中，尚未发表。此外，AEs相关信息也未发
表。Z4033的入选标准与Z4032相同，但另有一条附
加标准：应由ACOSOG所认可的外科医师对患者进行
评估，并确定患者不适于亚肺叶切除。入选标准如表
1所述。
根据来自于所有3项临床试验的原始数据进行入
选标准和短期结果的初步比较。分别使用卡方检验和
Kruskal-Wallis检验对分类数据和连续数据进行比较。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均以均值±标准差表示。

射治疗。由胸外科医师或肺病专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

随后专门对RTOG 0236和ACOSOG Z4032中临

患者无法手术（表1）。前瞻性收集的PET数据并不

床T1期肿瘤的患者进行了比较。因为比较SBRT和

完整，因此通过回顾病历予以补充。RTOG提供的所

亚肺叶切除术的随机试验（ACOSOG Z4099/RTOG

有治疗前合并疾病相关数据均被纳入分析结果。

1021）仍在进行中，这一附加的配对比较主要关注

ACOSOG Z4032是一项比较高手术风险的Ⅰ期

接受SBRT和亚肺叶切除患者，排除了RFA患者。当

NSCLC患者接受亚肺叶切除或亚肺叶切除+近距离放

Z4033的主要终点发表后，就可以获得所有3项研究

射疗法效果的Ⅲ期随机试验。该研究按计划纳入222

的长期结果，届时将会进行3种治疗方式的比较分

例可评价的患者后，于2010年1月关闭。主要评估结

析。根据年龄、体力状态评分、FEV 1 %和DLCO%

果为局部复发间隔时间。次要评估结果包括并发症发

对临床T1期肿瘤患者进行倾向性评分。采用倾向性

生率、总体和无复发生存率、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

评分是为了评估与治疗方式选择（SBRT或手术）相

生活质量和肺功能。目前已经发表了早期治疗相关的

关的短期结果的校正后风险。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

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初步结果，但主要终点结果尚

根据特定风险因素评估试验选择的概率。将存在完

未生成。因为主要终点结果尚未发表，本研究分析中

整数据的患者平均分为各自具有相同倾向性评分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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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RTOG 0236、ACOSOG Z4032和ACOSOG Z4033试验中患者治疗前人口统计资料和合并疾病
RTOG 0236 （SBRT）

治疗前特征

ACOSOG Z4032 （亚肺叶切除）

ACOSOG Z4033 （RFA）

P值

55

211

51

平均年龄（岁）

72.5±8.8

70.2±8.5

75.6±7.5

0.0003*

年龄>75岁

21（38.9）

79（37.4）

30（58.8）

0.02

女性（n）

34（61.8）

117（55.5）

28（54.9）

0.7

ECOG 1~2

43（78.1）

169（80.1）

42（82.4）

0.86

人种（白人）

51（92.7）

199（94.3）

44（86.3）

0.02

例数（n）

44（80）

208（98.6）

51（100）

<0.0001

肺高压

NR

5（2.4）

1（2.0）

0.86

左心室功能差

NR

12（5.7）

6（11.8）

0.12

MMRC呼吸困难评分

NR

46（21.8）

12（23.5）

0.79

2（3.7）

10（4.7）

1（2.0）

0.66

临床ⅠA期

pO2≤55 mm Hg或SpO2≤88%
pCO2>45 mm Hg

8（14.8）

6（2.8）

0

0.0002

DLCO%

61.6±30.2

46.4±15.6

43.7±18.0

0.001

FEV1%

61.3±33.4

53.8±19.6

48.8±20.3

0.15

FVC%

79.8±23.2

74.8±17

NR

0.4

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或n（%）形式。P 值来源于卡方检验或Kruskal-Wallis试验。
RTOG ，放射治疗肿瘤协作组；ACOSOG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肿瘤学组；RFA ，射频消融术；ECOG ，东部肿瘤协作组；NR ，未报告；MMRC ，改良的医疗研究委
员会标准；pO 2，氧分压；SpO 2，外周血氧饱和度；pCO 2，二氧化碳分压；FVC% ，用力肺活量百分比；DLCO% ，肺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测值百分比；FEV 1% ，第1
秒用力呼气量占预测值百分比；SBRT，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P＜0.0001，Z4032 vs. Z4033。 P =0.04，RTOG 0236 vs. Z4033；P =0.005，Z4032 vs. Z4033。
P =0.04，RTOG 0236 vs. Z4032。§P＜0.0001，RTOG vs. Z4032；P =0.0007，RTOG 0236 vs. Z4033。 P =0.0004，RTOG 0236 vs. Z4032；P =0.004，RTOG 0236
vs. Z4033。 P =0.0008，RTOG 0236 vs. Z4032；P =0.001，RTOG 0236 vs. Z4033。

5组（1～5组）。这一分析分别纳入RTOG 0236和

叶切除术）和ACOSOG Z4033研究（RFA）中分别

ACOSOG Z4032中的32例和202例患者。对5个分层中

有55、211和51例可评估患者。基本人口统计学数据

的分类变量进行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并将分层作

和肿瘤特征见表2。RFA组患者年龄高于SBRT和亚

为一个重复因子对连续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肺叶切除组。SBRT组患者的DLCO%优于亚肺叶切

比较两项研究之间的预后差异。文中所有P 值均为双
表4 RTOG 0236和ACOSOG Z4032中ⅠA期NSCLC患者
倾向性匹配比较

侧检验值。

结果

1~5 层

RTOG 0236（SBRT）、ACOSOG Z4032（亚肺
表3 死亡率和术后不良事件比较
变量

RTOG 0236
（SBRT）

ACOSOG Z4032
（sublobar
resectⅠon）

例数（n）
55
30天总死亡率
0
0
90天总死亡率
0
治疗相关死亡率
30天3级以上AEs 5（9.1）
0
30天5级AEs
90天3级以上AEs 12（21.8）
0
90天5级AEs

211
3（1.4）
5（2.4）
0
59（28.0）
3（1.4）
70（33.2）
6（2.8）

ACOSOG
P 值*
Z4033（RFA）
51
1（2.0）
2（3.9）
1（2.0）
NR
NR
14（27.5）
2（3.9)

1层
例数（n）
中位年龄（岁）
ECOG 1-2（n）
DLCO（%）
FEV1（%）
90天3级以上AEs
5层
例数（n）
中位年龄（岁）
ECOG 1-2（n）
DLCO（%）
FEV1（%）
90天3级以上AEs

RTOG 0236

ACOSOG Z4032

P 值*

4
66
2 (50)
28
25
1 (25)

42
70
36 (86)
30
39
20 (48)

0.57
0.14
0.4
0.016
1.0

13
74
9 (70)
83
79
3 (23)

34
73
24 (71)
69
56
8 (24)

0.5
1.0
0.03
0.036
1.05

0.6
0.5
0.07
0.004
0.37
0.24
0.38

括 号 内 为百分 比 。2 ~ 4 层 结 果 见 附 录 。R T O G ，放 射 治 疗 肿 瘤 协 作 组；

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RTOG ，放射治疗肿瘤协作组；ACOSOG ，美国外科医

ACOSOG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肿瘤学组；ECOG，东部肿瘤协作组；DLCO ，

师学会肿瘤学组；RFA ，射频消融术；AEs ，不良事件；NR ，未报告；SBRT，

肺一氧化碳弥散量；FEV 1，肺第1秒用力呼气量； AEs ，不良事件；NSCLC ，

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卡方检验。

非小细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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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组患者和RFA组患者。所有3项研究中患者的临床
分期均为T1或T2期。未获得RTOG 0236患者肿瘤大

治疗前FEV1%

治疗后FEV1%

小的CT检查数据，但Z4033和Z4032之间大小相似
（P =0.7）。SBRT、亚肺叶切除和RFA研究中分别有
11例（20%）、3例（1.4%）和0例T2期肿瘤。CT和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结果显示，所有患者临床分期均
为N0和M0期。
S B RT 患 者 接 受 的 总 放 射 量 为 6 0 ± 0 . 2 G y （ 范
围：58.2～60 Gy），SBRT患者的平均治疗时间为
8.1±2.9天（范围：4～24天）。亚肺叶切除患者的
手术时间为2.2±1.0小时，住院时间为6.5±5.8天（范
围：0～41天）。SBRT和RFA研究的患者未进行病理

治疗前DLCO%

治疗后DLCO%

分期。所有接受亚肺叶切除术患者的最终病理分期
中，pⅠA、pⅠB、ⅡA、ⅡB、ⅢA、ⅢB和Ⅳ期的比
例分别为70.1%、25%、0.5%、1.6%、1.1%、0.5%和
1.1%。共27例（12.8%）患者无术后淋巴结病理评估
的记录，其中14例为T1NxM0，6例为T2NxM0，1例
为T3NxM0，6例T、N或M分期数据缺失。
各项研究的30天和90天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
以及AE数据列于表3中。RFA研究仅有死亡率信息可
供使用。RFA队列中发生1例治疗相关死亡，该患者
在治疗后30～90天间死于肺炎。SBRT研究中无患者
在90天内死亡。亚肺叶切除研究中有5例患者在术后
90天内死亡 [7] 。其中2例患者术后30天内分别死于脑
血管意外伴肺动脉栓塞和心肺骤停。其他3例死亡发
生于术后30～90天：1例死于癌症进展，1例为心脏
性死亡，1例死于脓毒血症 [7]。亚肺叶切除研究中的5
级AEs包括长期肺漏气、卒中、吸入性事件、心脏事

图1 A，Z4032和RTOG 0236治疗前和治疗后（90天）
FEV 1 %的比较。校正基线FEV 1 % 值后，Z4032患者的
FEV1% 比RTOG 0236高6.4%（P =0.024）。B，Z4032和
RTOG 0236治疗前和治疗后（90天）DLCO%的比较。
接受SBRT的患者与Z4032那些接受手术治疗的DLCO%
的变化无差异（P =0.92）。RTOG ，放射治疗肿瘤协作
组；ACOSOG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肿瘤学组；RFA ，射
频消融术；FEV 1% ，第1秒用力呼气量占预测值百分比；
DLCO% ，肺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测值百分比。

件、非特异性感染和肺炎（各1例）。RFA研究中的5
级AEs包括1例肺炎和1例猝死。所有研究均未将治疗

比（odds raito，OR）=2.37；95% CI：0.75～9.90；

前活检相关并发症（如气胸）纳入AEs。

P =0.18]或90天（OR=1.92；95% CI：0.71～6.08；

对 S B RT 和 亚 肺 叶 切 除 研 究 中 存 在 T 1 期 病 变 的

P =0.25）3级以上AEs发生率无差异。根据倾向性评

患者进行了倾向性分析比较，这与正在进行中的比

分分层结果，将所有患者（32例来自于SBRT研究，

较SBRT和手术的另一项新的随机试验（ACOSOG

202例来自于亚肺叶切除研究）归类为5组。第1组

Z4099/RTOG 1021）计划相似。接受亚肺叶切除患

的亚肺叶切除患者（n=42）中位年龄为70岁，中位

者中有208例为T1期病变，其中202例存在基线PFT

DLCO%和FEV 1 %分别为30%和39%，90天3级以上

数据，可供进行倾向性分析。接受SBRT患者中有44

AE发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8%和2.4%。而第5组的

例为T1期病变，其中32例存在基线PFT数据，可供

亚肺叶切除患者（n=34），中位年龄为73岁，中位

进行倾向性分析。主要研究终点为30天或90天的3级

DLCO%和FEV 1 %分别为69%和56%，90天3级以上

以上AEs发生率。根据年龄、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

AE发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24%和0%（表4）。

态评分、术前FEV 1%和DLCO%确定倾向性评分。倾

此外还对SBRT和亚肺叶切除治疗前后的肺功能

向性分析结果显示，来自两项研究的患者30天[比值

变化进行了分析。将分层作为重复因素，基线PFT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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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作为协变量，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两者之间

更中心的病变时，并发症发生率均更高 [12,37-39]。从手

FEV 1 %和DLCO%的变化。在术后或SBRT完成后90

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更接近中心的病变可能需要进行

天时收集治疗后数据。这些研究中患者治疗前后的

更复杂的亚肺叶或肺叶切除术，而这将损失更多的肺

DLCO%和FEV 1%见图1。SBRT和手术治疗患者中的

功能，并因此大幅增加并发症发生率。最重要的是，

DLCO%的变化无差异（P =0.92）。校正基线FEV 1%

最终应在通过更长时间随访了解这些治疗方法在总生

数据后，随访结果显示亚肺叶切除组患者的FEV1%比

存率和无疾病生存率方面的相对疗效的基础上，再来

SBRT组高6.4% （P =0.024）。

比较这些短期数据。
尽管已有一些客观标准可以用来定义高危或无
法手术的患者，但这些标准常存有争议（许多评价

讨论

方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回顾RTOG 0236研究中
虽然肺叶切除联合全身淋巴结评估仍是低危和

因无法手术而接受SBRT患者的PFT数据发现，许多

中危早期NSCLC患者的标准治疗，但对于无法手术

此类患者尽管存在较高的手术风险，但仍可考虑接

或高危人群来说，其分类和治疗方式的选择更具挑

受手术消融治疗，因此接受手术或SBRT治疗均可。

战性。在SBRT出现和应用于无法手术的早期NSCLC

由于RTOG 0236试验中T1期患者术前平均FEV 1% 和

患者之前，此类患者的其他治疗选择通常疗效较

DLCO%分别为65%和64%，大多数有经验的胸外科

差。常规外照射放疗后生存率较低，而并发症发生

医师会据此推荐手术切除治疗，在没有其他明显的

[24-29]

。亚肺叶切除是高手术风险人群唯

合并疾病时甚至可以进行肺叶切除。实际情况要更

一可行的治疗选择，但却经常发生重大的风险。本

复杂，因为在SBRT治疗组中并非所有患者都是因为

项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S B RT 组 无 短 期 死 亡 者 ， 而 手 术

肺功能不全而被认为无法手术 [40] 。既往SBRT相关回

组和RFA组的90天总死亡率分别为2.4%和2%。目

顾性研究显示，其治疗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与FEV 1 和

前低危和中危患者肺叶切除术的围术期死亡率约为

DLCO呈负相关 [40] 。这意味着即使肺功能良好的患

0.8%～2.0% [30-32] 。许多有经验的胸外科医师现在倾

者，也经常会因为其他非肺源性合并疾病而并不适

向于开展微创或电视胸腔镜辅助胸外科手术，因为

合接受手术。这些非肺源性合并疾病（如心脏病）可

与标准开胸手术相比，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并发症发

能是此类人群预后较差的指标。因此，由外科医师或

生率并缩短住院时间，ACOSOG Z4032试验中的

肺病专家做出的无法手术的主观分类，无法对可手术

率显著更高

[32-35]

。ACOSOG

性进行客观评估，也无法对各项研究进行综合比较。

Z4033试验中的RFA治疗相关死亡率为2.0%，与其

多变量模型确定的肺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预

他小样本研究结果（相关死亡率为1.5%～2.6%）

测因子包括FEV 1 、DLCO、体力状态（Zubrod和东

大多数患者就采用了此类手术方法

[36,37]

。ACOSOG Z4033研究尚未发表的结果将

部肿瘤协作组评分）、美国麻醉协会分级、肾功能不

有助于进一步了解RFA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

全、使用类固醇、体质量指数、年龄、糖尿病、男性

率，确定RFA对于这类患者的作用。

和呼吸困难评分（医学研究委员会分类） [41-44]。任何

一致

在治疗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方面，未配对比较显

纳入高危或无法手术患者的试验均应记录上述参数。

示手术组患者的90天AEs比SBRT组更常见。但在使

此外，我们应使用这些参数建立一个风险分层评分系

用回归分析和倾向性匹配的配对比较中，两种治疗方

统，用于预测患者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从而指导

式的30天或90天AE发生率无差异。这一结果的对比

试验方案的制定，以及高危早期NSCLC患者非手术

中应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大多数手术并发症为急

治疗方案的选择。

性或亚急性，通常发生于最初的30～90天；而某些

对ACOSOG Z4032试验持批评态度者认为，该研

SBRT的相关并发症（如疼痛、肋骨骨折、放射性肺

究入选标准过于宽泛，允许纳入较健康的、非高危患

炎或肺功能降低）可发生于治疗后数月甚至数年，因

者。看上去确实如此，然而如果全部纳入高危患者，

此短期分析无法将其纳入。所有这些试验中选择的病

就会导致手术组并发症发生率相对于试验中其他患者

变均位于外周位置，排除了位于肺实质深处的Ⅰ期肿

大幅增加。本研究结果显示，风险最高的五分位患

瘤。与周围病变相比，手术、SBRT和RFA治疗位于

者（FEV 1 %=39%；DLCO%=30%，90天3级以上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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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48%）90天AE发生率是风险最低的五分位

本量较小且存在差异，存在固有的局限性。由于样本

患者（FEV 1 %=56%；DLCO%=69%，90天3级以上

量较少，进一步排除SBRT患者（由于肺功能数据不

AE发生率：24%）的2倍。这些数据表明，高危患者

完整）后也可能使得比较结果更加不确定。因为存在

仍可用亚肺叶切除术。然而这也表明在随机试验入

非肺源性合并疾病而被认为不适合手术的患者，可能

选患者时，应保持SBRT和手术患者数量的平衡。其

较少接受PFT。这可能将病情更为严重的SBRT患者

他回顾性、倾向性匹配的比较SBRT和手术的研究显

排除在比较之外，因为存在非肺源性、心脏相关的并

示外科手术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相对较高。接

发症的人群可能预后较差。正在进行中的协作组研究

受SBRT的高危或无法手术患者的操作相关死亡率为

（ACOSOG Z4099/RTOG 1021）将解决上述诸多问

0%～1.7%，而与之相匹配的接受手术患者的这一比

题。这项Ⅲ期、随机、多中心试验将比较亚肺叶切除

。这些数据再次表明，某些接受

与SBRT对高危Ⅰ期NSCLC患者的治疗作用。主要终

手术的高危患者可能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过高，应

点为3年总生存率，次要终点包括局部区域复发、无

为其选择其他创伤更小的替代疗法。

疾病生存期、AEs、PFTs、医疗费用和生活质量的比

例为7%～8.3%

[18,45,46]

此类人群在确定采用手术还是SBRT时，还需要

较。这些试验的结果将帮助我们确定这些治疗方法对

考虑其他因素。在ACOSOG Z4032试验中，29.3%的

高危人群的相对疗效，以及否定或确认目前各治疗方

临床Ⅰ期患者手术后证实最终病理分期更高。其他关

法作用的假设。

于临床Ⅰ期NSCLC患者的研究也显示，35%的患者术
后最终发现病理分期更高（其中13.8%为隐匿性N1分
期，3.5%为隐匿性N2分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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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经常声称SBRT保护肺功能的作用优于手术。
然而，外科手术相关研究显示亚肺叶切除后患者保留
了良好的肺功能 [3,4] 。此外，存在局限性肺气肿的患
者通过切除可以减少肺容积，这也有助于解释这一结
果。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比较研究，纳入患者队列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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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 March 2013

获得性心血管病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是否应对所有中度狭窄冠状动脉病变进行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对一项桥血管随机试验中自身血管病变进展
的分析

目的：中度狭窄的冠状动脉是否应行旁路移植治疗仍有争议。本研究通过冠状动脉造影观察此类血管病变的进
展，以明确是否需行旁路移植治疗。

方法：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关于桡动脉用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的随机试验中，共纳入619例接受体外循环下冠状动
脉旁路移植手术的患者，其中405例在术后平均随访6.2±3.1年（范围：0~14年）期间至少进行了1次冠状动脉造影
检查。由3位心脏科医师报告各主要自身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百分比，并分为中度（40%~69%）或重度（≥70%）狭
窄。通过比较患者手术前后的冠状动脉造影结果，确定其自身血管病变的进展情况和桥血管通畅性。

结果：共分析了3816支自身血管和1242支桥血管，术前确定了386支中度狭窄的血管，其中323支进行了旁路移植
治疗。总体来看，进行旁路移植治疗的冠状动脉发生病变进展的风险高于未进行旁路移植治疗的血管（43.4% vs.
10.5%，P＜0.001）。随访期间的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显示，与重度狭窄的血管相比，中度狭窄的血管保持狭窄程度不
变的比例更高（52.6% vs. 31.1%，P＜0.001）。如果不进行旁路移植，则随访期间右冠状动脉的中度狭窄病变仅有
1/7会发生显著进展，而左冠状动脉同等狭窄程度病变发生进展的可能性达到50%。中度狭窄的左冠状动脉移植
后的动脉和静脉桥血管通畅性极好（8年时分别为83%和77%），而右冠状动脉桥血管的通畅率则与左侧并不匹配
（P =0.051）。对中度狭窄的冠状动脉进行旁路移植后，病变进展的发生率显著增高（尤其是右冠状动脉区域）。

结论：尽管中度狭窄的左冠状动脉进行旁路移植后发生进展的风险较大，但桥血管的通畅率较高，表明在权衡临
床利弊后，应对中度狭窄的左冠状动脉进行旁路移植。而对于右冠状动脉系统，如果不行旁路移植治疗，则原来
中度狭窄的病变有可能仍保持不变，且发生进展的风险较小，不对这类血管进行处理可能更加合理。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140-9）

近期针对多支血管病变患者冠状动脉重建术后长

利于接受经皮介入治疗。许多此类患者存在1支或多

期预后分析的试验和数据库分析显示，冠状动脉旁路

支中度病变（管腔狭窄约50%），外科医师经常需要

[1]

移植手术仍是此类患者的治疗金标准 。大多数转诊

确定这些血管是否需要进行旁路移植。评估中度狭窄

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血管病变严重，不适合或不

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分数（被广泛用于确定是否需要植
入冠状动脉支架）的研究显示，大部分中度狭窄的冠
状动脉血流并未受限 [2]，因此做出进行旁路移植的决
定主要是基于进一步进展为严重狭窄的预期。
外科医师必须依据以下三个判断做出选择：病变
进展为严重狭窄或闭塞的可能性、病变保持稳定或消
退的可能性以及中度狭窄血管旁路移植后桥血管的通
畅性（与桥血管材料以及靶血管位置有关）。这一决
定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需要同时行旁
路移植的严重狭窄血管数量或需要同时进行其他心脏
手术。临床实践中需要首先考虑体外循环时间/主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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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10年组。由于随访的后半程与大部分桥血管闭塞

缩写及缩略词
CABG
CASS
DEFER
FAME

=
=
=
=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冠状动脉手术研究
延期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研究
血流储备分数与冠状动脉造影用于多
血管评估的比较研究

FFR
PCI
PNVD
RAPCO

=
=
=
=

血流储备分数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自身血管病变进展
桡动脉通畅性和临床预后试验

事件的发生时间相吻合，因此随访后半程所占权重更
大。此外，在5年和10年时对所有患者进行择期冠状
动脉造影。所有造影结果均由3位冠状动脉治疗专家
各自独立报告。桥血管失效定义为完全闭塞、>80%
的狭窄或线样征且发现吻合口远端或近端发生任何病
理改变。任何有争议的病变均进一步由第4位阅片者
确认。自身冠状动脉血管的狭窄程度同样由3位观察
者进行评估，将自身血管病变分为近段、中段和远
段，并记录狭窄的百分比及部位。其中狭窄百分比取

脉阻断时间和手术总时间的控制，并且有时可能没
有足够多的桥血管材料对所有冠状动脉病变进行旁
路移植。

3位观察者评估的平均值记录在数据库中。除了记录
狭窄百分比，还将血管病变根据严重程度或功能显著
性进行分级（因为我们发现观察者始终将相同的病变
归类为某一特定百分比）。分级标准包括无血流受限

医师做出上述判断所必需的证据经常互相矛盾，

（0级）、中度狭窄（1级）、血流受限（2级）、重

并且有许多是出现于现代二级预防治疗（例如广泛应

度狭窄或几乎闭塞（3级）和完全闭塞（4级）。0～4

用的他汀类药物和抗血小板治疗）推广之前。在某些

级对应的狭窄百分比分别为0%~39%、40%~69%、

研究的随访中，可能因患者症状复发而进行冠状动

70%~80%、81%~99%和完全阻塞。记录的血管包括

脉造影检查，这可能会产生偏倚，并高估桥血管失

左主干、左前降支和各对角支、回旋支和各钝缘支、

效或自身血管病变进展（progression of native vessel
disease，PNVD）的发生率。
为了给外科医师做出临床决策提供最新资料，本

右冠状动脉、后降支、后侧支。由于本试验旨在体现
临床实践中实际检查情况，而计算机量化评估在澳大
利亚尚未广泛应用，因此试验中未对其进行评估。

研究比较了动脉和静脉导管手术的术前和术后冠状动

本研究纳入了所有RAPCO试验中至少进行过1次

脉造影结果。这是一项随机试验的一部分，该试验方

术后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并将这些患者的各冠状动

案中除了定期的外科及心内科随访以外，还对术后长

脉分支作为数据库中的唯一性数据点。通过检索数据

达10年的冠状动脉造影情况进行了观察。这些患者中

库，对比患者每一自身血管手术前、后造影（如有多

度狭窄冠状动脉的进展情况，可以为目前的医师决策

次造影与最近的1次比较）所见的狭窄程度，并计算

提供有用的信息。

影像随诊的时间间隔。记录狭窄程度的变化，以及有
无桥血管及其类型和通畅性。病变进展超过1级或闭

方法

塞者定义为PNVD。如果某一自身冠状动脉血管变化
>1级，则重新回顾造影结果以确认所比较的是否为

本研究为桡动脉通畅性和临床预后（Radio
Artery Patency and Clinical Outcome，RAPCO）试
验的衍生研究，RAPCO试验的设计见既往发表的文
[3]

同一病变。与之相似，如果发现狭窄消退也需再次查
看造影结果。
统计分析用SPSS软件（SPSS Statistics 19；IBM

献 。RAPCO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估桡动脉、右胸廓内

Corporation，Somers，NY）。使用Pearson卡方检

动脉和大隐静脉应用于最大的非左前降支动脉为靶血

验分析二分类变量，Student t 检验分析连续变量。

管的旁路移植时的长期通畅性。RAPCO试验共纳入

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病变进展的独立影响

619例在体外循环下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的患者，

因素。使用Kaplan-Meier法评估桥血管通畅性，log-

所有患者均接受金标准的原位左胸廓内动脉至左前降

ran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

支动脉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所有患者均同意接受手术、冠状动脉造影、每

患者在术后至少10年中，每年接受电话和临床随

年的电话随访以及外科复查。RAPCO的研究方案

访。使用二次随机指定的方法，根据试验方案将患者

已获得奥斯汀医院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项

行冠状动脉造影的间隔年限分为1年、2年、5年、7

目编号：H95/086）。本研究作为RAPCO的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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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度和重度狭窄病变的疾病进展、消退和稳定性趋势

为有些桥血管解决了多支冠状动脉血供问题）。当近

总体
中度
重度
P 值（中度
（0%～100%）（40%～69%）（≥70%） vs. 重度）

端主干有狭窄时（例如当有左主干狭窄时），桥血管

自身血管
病变

所有血管，n
1356
386
3816
进展，n（%） 1038（27.2） 140（36.3） 633（46.7）
消退，n（%） 344（9.0）
43（11.1） 301（22.2）
无变化，n（%）2434（63.8） 203（52.6） 422（31.1）

搭于远端无病变的血管。

＜0.001
＜0.001
＜0.001

自身冠状动脉血管的变化
表1为冠状动脉造影随访显示的中、重度狭窄冠状
动脉病变的进展、消退或稳定的可能性。所有患者自身
冠状动脉血管（从术前无狭窄至完全闭塞）的病变进

也获得了进一步批准（2008年12月3日，项目号：

展、消退和稳定的比例分别为27.2%、9.0%和63.8%。

H2006/02690）。

与中度狭窄的血管病变相比，重度狭窄者（≥70%）
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风险更大（46.7% vs. 36.3%，
P <0.001），而保持稳定的可能性较小（31.1% vs.
52.6%，P <0.001）。Kaplan-Meier分析结果证实了这
一显著差异，如图1所示，汇总左、右冠状动脉中进
行与未进行旁路移植血管的数据，并显示病变进展的
时间进程。
表2和表3根据血管病变的严重程度以及其位于左冠
状动脉还是右冠状动脉，分别将旁路移植与非旁路移
植的血管进行了分类比较。结果显示，位于左冠状
动脉的病变进展发生率相对稳定，无论中度还是重
度狭窄，或是否进行旁路移植。而在右冠状动脉循
环中，中度和重度狭窄病变的进展发生率存在显著

结果
在RAPCO试验纳入的619例患者中，有405例按
照试验方案在术后择期或因出现症状进行了至少1
次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平均随访时间为6.17年（范
围：0~14年）。共确定了3816支自身冠状动脉分支，
其中386支存在至少一处术前造影显示的中度狭窄
（40%~69%），1356支血管显著狭窄（定义为血流
受限或重度狭窄，管腔直径狭窄≥70%）。患者总共
接受了800支动脉血管移植和442支大隐静脉移植，共
完成了1940支冠状动脉靶血管的功能性旁路移植（因

无自身血管病变进展
中度狭窄血管

无PNVD比例

重度狭窄血管

随访时间（年）

术 后 各 年 无
PNVD比例
所有中度狭窄病
变血管（n=386）
所 有 重 度 狭
窄 病 变 血 管
（n=1742）

4

5

6

7

8

9

10

93.4%

82.5%

77.7%

72.7%

61.3%

57.9%

44.4%

91.4%

82.0%

73.5%

68.1%

56.9%

51.6%

35.2%

总体进展，
n（%）
140
（36.3）
633
（46.7）

Log-rank=0.021

图1 自身血管病变进展：重度和中度狭窄血管比较（右侧和左侧、进行/未进行旁路移植血管的汇总数据）。PNVD ：
自身血管病变进展；Log-rank=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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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旁路移植、狭窄严重程度和病变位置对疾病表现的影响
自身血管病变严重程度

进行旁路移植

所有血管，n
全部，n
进展，n（%）
消退，n（%）
无变化，n（%）
右冠状动脉循环，n
进展，n（%）
消退，n（%）
无变化，n（%）
左冠状动脉循环，n
进展，n（%）
消退，n（%）
无变化，n（%）
重度狭窄（≥70%），n
进展，n（%）
消退，n（%）
无变化，n（%）
中度狭窄（40%～69%），n
进展，n（%）
消退，n（%）
无变化，n（%）
无病变血管，n
进展，n（%）
无变化，n（%）

未进行旁路移植

P值

表3 依据病变位置、严重程度及是否进行过旁路移植来分析
疾病进展发生率
左/右侧病变

1940
841（43.4）
295（15.2）
804（41.4）
559
347（62.1）
64（11.4）
148（26.5）
1381
494（35.8）*
231（16.7）
656（47.5）*
1200
568（47.3）
261（21.8）
371（30.9）
323
120（37.2）
34（10.5）
169（52.3）
406
145（35.7）
264（64.3）

1876
197（10.5）
49（2.61）
1630（86.9）
656
66（10.1）
14（2.1）
576（87.8）
1220
131（10.7）
35（2.9）
1054（86.4）
156
65（41.7）
40（25.6）
51（32.7）
63
20（31.7）
9（14.3）
34（54.0）
1650
109（6.6）
1541（93.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182
0.271
0.652
0.414
0.386
0.811
＜0.001
＜0.001

*与右冠状动脉循环中同等程度的狭窄病变相比P ＜0.001。 与右冠状动脉循

左侧重度狭窄，n
进展，n（%）
消退，n（%）
无变化，n（%）
左侧中度狭窄，n
进展，n（%）
消退，n（%）
无变化，n（%）
左侧无病变血管，n
进展，n（%）
无变化，n（%）
右侧重度狭窄，n
进展，n（%）
消退，n（%）
无变化，n（%）
右侧中度狭窄，n
进展，n（%）
消退，n（%）
无变化，n（%）
右侧无病变血管，n
进展，n（%）
无变化，n（%）

进行旁路移植
823
325（39.5）*
205（24.9）*
293（35.6）*
221
79（35.7）
26（11.8）
116（52.5）
330
85（25.8）*
245（74.2）*
377
243（64.5）
56（14.9）
78（20.7）
102
41（40.2）
8（7.8）
53（52.0）
76
60（78.9）
16（21.1）

P值

未进行旁路移植
101
31（30.7）*
29（28.7）
41（40.6） 
34
16（47.1） 
6（17.6）
12（35.3）*
1082
83（7.7） 
999（92.3） 
55
34（61.8）
11（20.0）
10（18.2）
29
4（13.8）
3（10.3）
22（75.9）
568
26（4.6）
542（95.4）

0.086
0.407
0.324
0.204
0.335
0.062
＜0.001
＜0.001
0.703
0.325
0.666
0.008
0.668
0.022
＜0.001
＜0.001

*与右冠状动脉循环中同等程度的狭窄病变相比P ＜0.001。 与右冠状动脉循
环中同等程度的狭窄病变相比P＜0.05。

环中同等程度的狭窄病变相比P＜0.05。

差异，中度狭窄病变的进展发生率受到冠状动脉旁
路移植的显著影响。
旁路移植对自身冠状动脉的影响
总体来看，与未进行旁路移植的血管相比，接
受旁路移植后的自身血管更容易发生改变（表2），
发 生 进 展 （ 4 3 . 4 % v s . 1 0 . 5 % ，P < 0 . 0 0 1 ） 或 消 退

例显著高于未进行旁路移植者（40.2% vs. 13.8%，

P =0.008），且稳定性更差（52.0% vs. 75.9%，
P =0.022）。而对于位于左冠状动脉循环的中度狭窄
病变来说，是否进行旁路移植对其术后血管病变进展
的影响并不显著（进行与未进行旁路移植者进展发生
率分别为35.7% 和47.1%，P =0.204）。
然而，在未进行旁路移植的的血管中，左、右冠

（15.2% vs. 2.61%，P <0.001）的比例均更高。这一

状动脉循环中的中度狭窄病变进展模式存在差异。位

变化在左、右冠状动脉中均有体现。与之相应，长期

于右冠状动脉循环的病变更稳定，进展发生率更低

随访发现未进行旁路移植的自身血管（86.9%）比进
行旁路移植的血管（41.4%）更容易维持原有病变状
态（P <0.001）。多因素分析（表4）证实，进行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在左、右冠状动脉循环血管病变进展方
面均为独立的影响因素（疾病进展风险比分别为3.28

（13.8% vs. 47.1%，P =0.005），且保持稳定的血管
比例更高（75.9% vs. 35.3%，P <0.001）（表3）。
新发病变
表2中的数据显示，无病变血管进行旁路移植后

和6.35，P 值均小于0.001）。

（通常因为位于其他需要旁路移植的病变的远端，因此

中度狭窄（40%~69%）病变的稳定性

交汇点），发生血流受限性疾病的风险与未进行旁路移

成为自身冠状动脉循环与旁路移植血管循环血流的潜在

在中度狭窄的血管中，旁路移植对病变进展的影

植的健康血管相比增加了5倍。进行过旁路移植的右侧

响取决于靶血管位置。对于位于右侧冠状动脉循环的

冠状动脉系统也变得更加脆弱，无病变的远端血管经旁

中度狭窄病变来说，进行旁路移植者发生进展的比

路移植后，发生病变的风险增加了17倍（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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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病变进展预测因素的多变量Cox比例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所有左冠状动脉
循环血管（n=2601）

病变进展
预测因素
年龄
性别，男性
高血压
糖尿病
目前吸烟
进行旁路移植
的血管
位于右冠状动
脉循环
进行过动脉桥
血管移植

所有右冠状动脉循
环血管（n=1215）

所有中度病变血管
（n=386）

进行旁路移植的中度
病变血管（n=323）

未进行旁路移植的中
度病变血管（n=63）

HR

P值

HR

P值

HR

P值

HR

P值

HR

P值

1.02
1.26
1.22
1.06
0.71
3.28

0.002
0.097
0.017
0.544
0.065
<0.001

1.01
1.00
1.07
0.98
1.22
6.35

0.041
0.983
0.524
0.863
0.357
<0.001

1.02
0.99
1.47
1.05
0.84
1.69

0.043
0.981
0.038
0.798
0.649
0.043

1.03
1.05
1.23
1.40
1.08
—

0.010
0.911
0.376
0.169
0.892
—

1.02
0.77
1.83
0.68
0.38
—

0.632
0.761
0.362
0.530
0.387
—

—

—

—

—

1.17

0.406

1.78

0.041

0.23

0.014

1.16*

0.150

0.664*

0.001

—

—

1.02

0.928

—

—

HR ：风险比。*仅计算接受旁路移植自身血管（左冠状动脉和右冠状动脉循环中分别为1381和559支）存在动脉桥血管移植物时的进展风险比。右冠状动脉循环=
右冠状动脉+后降支+左室支。左冠状动脉循环=左前降支+第一对角支+第二对角支、左旋支+第一钝缘支+第二钝缘支、心脏间质。

吻合于中度狭窄冠状动脉桥血管的通畅率

示，两者的疾病进展情况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多因

吻合于中度狭窄自身冠状动脉的桥血管通畅率

素分析显示年龄增长、高血压和进行旁路移植是自

见图2和图3。经过8年的随访后，左冠状动脉循环的

身冠状动脉病变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左、右冠

总体桥血管通畅率为83.2%。右冠状动脉循环中的总

状动脉循环中均如此（表4）。右冠状动脉循环中的

体通畅率显示出了较低的趋势——第7年时为73.3%

病变（严重狭窄）应用动脉桥血管移植可防止出现

（P =0.051）。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中度狭窄的

PNVD，但这一作用在左冠状动脉循环中不存在。

血管进行了旁路移植，但左冠状动脉循环中的动脉导

多因素分析显示（表4），右冠状动脉系统中

管的通畅率仍很高（8年时为83%）。由于样本量很

度狭窄的病变血管行旁路移植比左侧同等病变程

小（n=13），右冠状动脉循环中旁路移植后通畅率的

度血管更容易发生进展（疾病进展风险比=1.78；
P =0.041），但右侧未进行旁路移植的中度狭窄血
管病变更稳定，进展风险降低77%（风险比=0.23；
P =0.014）。桥血管材料不影响中度狭窄冠状动脉的
疾病进展发生率。

比较意义不大，但2年时估计的通畅率为75%。左、
右冠状动脉循环中静脉桥的通畅率相似（8年时为
77%，7年时为72%），同样由于样本量不足无法比
较两者间的差异。
中度狭窄冠状动脉进行旁路移植对临床预后的影响

讨论

无论是否进行过旁路移植，中度狭窄的血管在
随访期间需要血运重建的比例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对于手术过程中中度狭窄的冠状动脉是否进行

（尽管由于血运重建事件太少，可能不足以进行有

旁路移植，外科医师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意义的分析）（表5）。左冠状动脉循环的中度狭窄

很多。在临床实践中权衡病变及任何旁路移植血管

血管中，只有2支经旁路移植和1支未经旁路移植的

将来可能的进展情况时，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手术因

血管需进行血运重建（P =0.31），而右冠状动脉循

素，如可供使用的桥血管材料、需要进行旁路移植

环中则有2支经旁路移植和2支未经旁路移植的需进

血管的数量及其他需同时进行的手术操作（如瓣膜

行血运重建（P =0.17）。中度狭窄冠状动脉是否进

或主动脉置换）。考虑到以前曾有研究报告称，狭

行旁路移植并不影响患者生存率。未记录心绞痛复

窄<70%的冠状动脉应用动脉桥血管进行旁路移植时

发的相关数据。

的通畅率较低 [4-7] ，因此对于中度狭窄病变外科医师
一般选择不处理或应用静脉材料进行旁路移植。

与自身冠状动脉病变进展相关的其他因素

本研究为上述决策提供了新的数据支持，并且在

尽管年龄较大患者的病变似乎更容易消退（表

考虑到二级预防策略和旁路移植产生的潜在影响后，

6），但对年龄<70岁和≥70岁患者进行的比较显

得出如下结论：①右冠状动脉循环中未进行旁路移植

1

27

存活桥血管比例

所有存活的桥血管

左冠状动脉循环
右冠状动脉循环

随访时间（年）

术后各年存活桥
血管比例
左侧（n=193）
右侧（n=48）

4

5

6

7

8

9

10

98.2%

94.6%

92.7%
79.4%

89.4%
73.3%

83.2%

78.4%

73.9%

总体失效比
例，n（%）
27（14.0%）
9（18.8%）

Log-rank=0.051。

图2 左侧和右侧冠状动脉循环（中度狭窄血管）中所有桥血管的通畅性。*Log-rank=0.051。

的中度狭窄病变血管与左冠状动脉循环中同等病变

窄的左侧冠状动脉应用动脉或静脉材料进行旁路移植

程度血管相比进展可能性较低，多因素分析显示其进

后的通畅率相当，这一发现很令人感到意外，但如果

展风险极低，但这一区域内的中度狭窄病变如进行旁

这是正确的，则对于左侧中度狭窄的冠状动脉而言，

路移植则疾病进展风险大幅增加；②左冠状动脉循环

其旁路移植可用的血管材料范围将扩大。

中的中度狭窄病变在接受动脉桥或静脉桥旁路移植后

血流储备分数（fractional flow reserve，FFR）

7~8年的通畅性均相对较好，显示出了优于右冠状动

的相关研究显示，对于中度狭窄的冠状动脉来说，其

脉循环中相似病变的趋势（P =0.051）。年龄对此没

关键问题不是目前血流的影响而是今后病变进展的可

有影响，但高龄患者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冠状动脉旁

能性。例如在延期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Deferral

路移植，以缩短体外循环时间。

of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DEFER）研

根据这些结果，有人可能主张对于中度狭窄的左

究中 [2] ，对中度狭窄冠状动脉FFR的测量结果显示仅

侧冠状动脉可根据外科医师偏好使用任意血管材料进

很少一部分患者提示血流受限。该研究将患者随机分

行旁路移植（因为此类患者疾病进展风险较高，而旁

为药物治疗组和介入治疗组，结果显示药物治疗组

路移植的预后较好），而不去处理右侧中度狭窄的冠

中患者的临床不良事件发生率仅1%，低于经皮冠状

状动脉（因为即使不处理疾病进展风险也很低）。本

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研究未记录心绞痛复发的数据，然而术后随访数据显

PCI）。由于植入支架可能导致支架内血栓、心梗等

示，中度狭窄的冠状动脉无论是否进行旁路移植血运

情况，似乎可以认为在血流受限不明显的冠状动脉中

重建事件的发生率都很低，根据这一结果，可能会有

置入支架的风险大于错误的进行旁路移植的风险。然

人进一步主张对所有中度狭窄的病变都不予处理。然

而由于对右侧中度狭窄的冠状动脉血管进行旁路移植

而，由于造影结果显示左侧冠状动脉的此类病变几乎

后进展的发生率很高，使得患者在特定区域中更加依

有一半发生进展，我们建议在进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赖于桥血管血流，而桥血管也可能进展性退化，因此

术时最好同时处理这些病变。本研究结果发现中度狭

进行旁路移植也并非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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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桥血管比例

静脉桥血管存活

存活桥血管比例

动脉桥血管存活

左冠状动脉循环

左冠状动脉循环

右冠状动脉循环

右冠状动脉循环

随访时间（年）

桥血管类型

术后各年存活桥血管比例

随访时间（年）

4

5

6

7

8

9

10

总体失效比例，n（%）
17（10.9%）

动脉桥血管

左侧（n=156）

98.5%

95.6%

94.2%

89.9%

83.0%

80.5%

73.8%

Log-rank=0.164

右侧（n=13）

2年时为75.5%

—

—

—

—

—

—

3（20.1%）

静脉桥血管

左侧（n=37）

93.8%

86.9%

—

—

77.2%

—

64.5%

10（27.0%）

Log-rank=0.457

右侧（n=35）

—

—

81.0%

72.0%

—

—



6（17.1%）

—：无数据。

图3 左侧（A）和右侧（B）冠状动脉循环（中度狭窄血管）中动脉和静脉桥血管的通畅性。

与之相似，在血流储备分数与冠状动脉造影用于

斑块稳定性、炎症、脂质蓄积、血小板粘附和血管平

多血管评估的比较（Fractional Flow Reserve Versus

滑肌功能可产生多种作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本

Angiography for Multivessel Evaluation，FAME）研

研究结果中既有不同于以往结论的部分，也有与之相

究中，随机将患者分为根据生理血流储备或造影所示

一致的部分。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度狭窄比重度狭窄更

[8]

的狭窄情况进行PCI的两组 。结果显示，根据FFR结

稳定，这一现象在30年前二级预防治疗尚未取得显著

果确定患者是否需要进行PCI在主要终点和复合终点

进展时就有类似的报告[9]。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冠状动

事件方面均更有优势。FAME和DEFER等研究均显示

脉手术研究（Coronary Artery Surgery Study，CASS）

生理血流数据比解剖狭窄更重要，大多数相关外科文

中[10]， 也将冠状动脉病变依照狭窄程度进行了分类，

献均强调了这一点。

结果显示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越高，发生进展/闭

在理想的情况下，还应根据冠状动脉压或血流
数据进行旁路移植。但即使能够正确区分出血流受

塞的可能性越大。Malinow及其同事 [11]在小样本患者
（n=100）中进行的重复研究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结果。

限的血管病变，并对其进行旁路移植治疗，但对于

与之相似，已经有其他研究的报告显示 [9-14] ，进

非血流受限的中度狭窄冠状动脉的最佳治疗方案仍

行旁路移植后的冠状动脉发生疾病进展或新发狭窄病

取决于其进展可能性。本研究数据将可能有助于做

变的风险显著增加。在CASS研究纳入的780例患者

出临床决策。

中 [10] ，进行旁路移植的自身冠状动脉节段与未进行

既往已有关于PNVD及旁路移植对冠状动脉影响

旁路移植的节段相比病变更容易进展或发生闭塞（无

的重要研究，但大多数都发表于现代全面二级预防治

论其狭窄程度如何），并且病变进展风险随基线狭窄

疗策略出现之前。这些二级预防方法包括他汀类药

程度的增加而增大：无病变、轻度和严重狭窄病变

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及抗血小板治疗等，对

的旁路移植与非旁路移植节段的进展/闭塞发生率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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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年龄和病变位置对中度狭窄病变血管进展的影响
年龄和血管位置
全部
进展
消退
无变化
左冠状动脉循环
进展
消退
无变化
右冠状动脉循环
进展
消退
无变化

＜70岁，n（%）

≥70岁，n（%）

281
104（37）
24（8.5）
153（54.4）
189
70（37）
18（9.5）
101（53.4）
92
34（37）
6（6.5）
52（56.5）

105
36（34.3）
19（18.1）
50（47.6）
66
25（37.9）
14（21.2）
27（40.9）
39
11（28.2）
5（12.8）
23（59）

Log rank

更容易出现新的病变（7.7% vs. 4.6%，P ＜0.05），
与其他研究报告的病变分布模式一致 [12,13]。因此，本
研究数据显示，对于未进行旁路移植治疗的中度狭窄

0.418
0.004
0.750
0.115
0.005
0.896
0.355
0.244
0.923

冠状动脉来说，其病变进展模式与无病变的冠状动脉
相似，即左冠状动脉病变更容易发生进展，而右冠状
动脉病变进展风险较低。
本研究数据显示右冠状动脉中≥70%的狭窄比
左冠状动脉中相同病变程度的血管狭窄发生进展的
比例更高，表明右冠状动脉中重度狭窄冠状动脉病
变的自然病史可能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尽管右冠
状动脉中的中度狭窄病变如不处理也相对稳定，但
重度狭窄病变似乎并非如此。这一点很难解释，除

别为11% vs. 4.3%、39% vs. 19%和54% vs. 28%。与

非用由于左、右冠状动脉因为生理性的血流不同，

之相似，降低胆固醇动脉粥样硬化研究（Cholesterol

从而左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病变按线性关系发展而

[14]

，位于桥血

右冠状动脉病变按指数关系发展来解释。这仅为推

管近端的自身血管比那些与桥血管无关的冠状动脉病

测，未见于其他报告中。由于研究人群、方法学以

变更容易发生疾病进展。术后第2年的定量冠状动脉

及对病变狭窄程度和进展的定义均存在差异，本研

造影检查显示自身冠状动脉病变进展的总体发生率为

究很难与其他研究直接进行对比。例如在CASS研究

10%，这看起来与我们在更长的随访时间（平均6.2

中重度狭窄定义为≥50%，而这一组患者实际上在

年）中观察到的病变进展发生率（27%）相一致。

本研究中就会成为中度狭窄（40%~69%）和重度狭

Lowering Atherosclerosis Study）显示

本研究结果与本文所引用文献

[9-14]

的结果相似：冠

窄组的混合人群。

状动脉旁路移植会增加原本无病变的冠状动脉出现新
发病变及原有中度狭窄的冠状动脉发生疾病进展的风

局限性

险。有研究显示，进行旁路移植的冠状动脉发生疾

我们承认本研究存在多项局限性。本研究的统计

病进展的风险增加可能是由于桥血管与自身冠状动

效力受到目前所能获得的手术前后接受冠状动脉造影

脉的血流竞争，使自身冠状动脉中的血流产生淤滞

的患者样本数量（n=405）限制，更大的样本量可能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虽然目前已经出现了具

会发现其他与PNVD相关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冠状

有众多药理作用的二级预防方案，但长期观察研究显

动脉狭窄的百分比取自几位独立评估者结果的均值，

示进行旁路移植的冠状动脉疾病进展风险仍更高。

但更精确的评估仍需要正式的定量冠状动脉造影得

所致

[15]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上述提及的研究中，均未

出。增加来自FFR的生理指标将为评估中度狭窄程度

报告本研究所发现的未进行旁路移植的中度狭窄的

提供金标准，但目前尚未在临床广泛应用，本研究也

右冠状动脉病变存在的特殊稳定性，这可能是由于

没有测量。

未进行旁路移植的血管数量较少或研究设计差异。

本研究数据中没有记录病变的形态学（凹陷与外

然而这种现象至少理论上可能与现代治疗方案的出

形平滑，同心与偏心，有或无血栓）详情，但这些情

现有关，这些方案可能对不同狭窄程度及不同部位

况可能会影响某些病例的临床结果或手术决策。最

（冠状动脉血流模式并不一致）的冠状动脉造成的

后，需要随后进行PCI或再次手术并不能完全作为心

影响存在差异。另外，左冠状动脉中度狭窄病变进展

绞痛复发的指标，但本研究临床随访数据中对患者缺

更明显，可能是由于左冠状动脉循环中动脉粥样硬化

血症状的记录并不完整，无法对造影显示病变的进展

的发生率本来就高于右冠状动脉，正如其他针对非手

与安全性的关系进行分析，仅比较了血运重建事件。

术患者的研究所报告的结果

[16,17]

。两者动脉硬化程度

结论

不同可能是因为左、右冠状动脉的解剖和血流动力学
不同造成的

[18]

。在本研究未进行旁路移植的健康冠状

动脉队列中（n=1650），左冠状动脉较右冠状动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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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术后冠状动脉造影数据显示，在多支血管血
运重建时最好对左冠状动脉系统中的中度狭窄病变进
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而右侧同等程度病变不进行处
理可能更为合理，因为发生同等进展和随后需要进行
血运重建的可能性均较低。这些数据可能有助于外科
医师处理这一常见的临床难题。

讨论
Joseph F. Sabik（Cleveland，Ohio ）：在这篇
文章中，Hayward博士及其同事探讨了在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手术中，是否应对中等程度狭窄的冠状动
脉或是无心绞痛症状的冠状动脉病变常规进行血管
移植。结论如下：由于中度狭窄的右冠状动脉病变
进展几率很低，而进行动脉旁路移植后血管通畅率

参考文献

也较低，故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不建议常规对
其进行移植；但是对于左冠状动脉，结论则截然相
反，因为中度狭窄的左冠状动脉病变进展很快，而
进行动脉旁路移植后血管通畅率较高，所以建议对
其进行常规动脉旁路移植手术。
此项研究非常及时也很重要，并与近期的介入治
疗（FAME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在FAME研究
中，根据FFR结果确定是否进行PCI使研究终点事件
（即死亡、心肌梗死、需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或再
次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减少了25%。换言之，对
中度狭窄或是无心绞痛症状的冠状动脉病变进行支架
手术，其临床效果往往较差。那么，对上述程度病变
的冠状动脉进行旁路移植术，是否也会有同样的结果
呢？以下为我的4个问题。
尽管了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如何影响中等程度
狭窄的冠状动脉病变进展是十分有趣和有建设性的，
但是在最终决定是否对其进行移植手术这一问题上，
仍需要临床数据支持。在本研究中，你们是否关注追
踪了受试者的临床事件？如果你们进行了上述调查，
你们是否了解对中等狭窄病变的冠状动脉进行旁路移
植术是否有较差的远期效果呢？并且这与进行移植的
中等狭窄病变的冠状动脉属于左侧或是右侧冠状动脉
有关系吗？
问题2：你们观察到左，右两侧冠状动脉狭窄病变
进展程度是不同的，同是中等程度狭窄的冠状动脉，
左侧冠状动脉的病变进展程度远远高于右侧。您能否
解释其发生机理？
问题3：文章指出，对中度狭窄的冠状动脉病变进
行旁路移植术会导致病变进展加快，那么以动脉或是
大隐静脉作为桥血管，其疾病进展有什么不同吗？
问题4：在决定是否对有狭窄病变的冠状动脉进行
旁路移植术这一问题上，我们是否应该以FFR作为指
导依据呢？
Dr Hayward：为了直接回答您提出的4个问题，
首先说明一下没有将临床预后数据全部纳入分析的原
因：①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信息（这原本计划作为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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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血管造影进展来研究的）；②因为这些患者是整个

抗炎性因子作用，或许对右侧冠状动脉发挥了不同的

试验中的一部分，我们几年前已经在美国胸心血管外

作用。因为该药物能够降低脂质和炎性因子水平（即

科学会的年会上报告了其中期研究结果，现在我们正

动脉粥样硬化的内因），但并不能改变左心室产生的

期待为期10年的研究数据，而且因为我们了解移植血

剪应力作用。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经过二十多年药物治

管的通畅率和病变进展程度，所以我们力求不过分提

疗的发展，使得右侧冠状动脉病变非常稳定。

取试验数据，而有关这些患者的临床资料数据和整体
试验数据或许是有相关性的。

Dr Sabik：我想是否你们的研究结论是由于斑块
负荷的测量方式造成的。因为冠状动脉狭窄的加重是

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多因素分析显示PNVD总

由于斑块厚度的增加造成的，而这是通过测量血管狭

体上与死亡、心肌梗死或需要血运重建事件的发生并

窄率，而不是斑块厚度得出。我认为你的结论中的差

不相关。针对上述三类终点事件，所有数据的风险比

异或许是由于不同直径的冠状动脉之间存在差异造成

在0.85至0.15之间。这是研究所有受试者血管得出的结

的。斑块厚度增加1 mm，对直径2 mm的旋支狭窄率产

论。如果仅仅针对中度病变血管而言，多因素分析同

生的影响要远远高于直径5 mm的右冠状动脉。为了准

样显示中度病变的进展与死亡、心肌梗死或需要血运

确判定疾病的进展，有必要判定斑块体积的变化，而

重建事件并不相关。但我们没有将中度病变血管进一

不仅仅是狭窄率。

步分为进行移植或是未进行移植者，因为那样将导致
样本数量变得非常小。

Dr Hayward：这是一种很好的观测手段。我们没
有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回顾研究3800支血管并进行

因此我无法回答您关于对中度病变血管进行旁

定量分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没有经费支撑这项

路移植或是不移植是否会改变我们已有的试验终点

分析研究。但是我想，对于中度病变，尤其是没有进

事件的问题。我们没有将心绞痛复发作为试验终点

行旁路移植的中度病变血管，因其数量较少，我们应

事件，因为本项试验的终点事件严格限制在死亡、

该继续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测量病变的斑块负荷，来

心肌梗死或需要进行血运重建上，所以我无法回答

明确它究竟是药物治疗的稳定作用，还是由于血管直

上述问题。但是我可以明确，这些临床终点事件与

径较大而造成的假象。对于直径较大的血管，导致其

在血管造影中显示的疾病为进展或非进展状态并没

狭窄则需要更多的斑块负荷。我设想前者是正确的，

有显著相关性。

但是我们必须要测量才可得出结论。

Dr Sabik：我在阅读这一论文时一直在思考这是

关于您的第三个问题，有关桥血管的选择，在病

否是一个有关竞争风险的问题。中度冠状动脉病变倾

变进展的多因素分析中，无论选择动脉或是大隐静脉

向于成为一种罪犯病变，形成血栓并最终导致心肌梗

作为桥血管，两者之间没有差异。这些数据将同所有

死的发生。如果没有对这些血管进行旁路移植，那么

完整数据一起呈现在试验文章中。但是，桥血管的选

这些患者会出现临床表现吗?我坚信在决定是否对中度

择看起来不会影响疾病进展的风险。

狭窄的冠状动脉进行旁路移植时，对临床结果进行严
谨的研究调查十分必要。

您的第四个问题，即是否应采用FFR来指导这项
研究，我认为这很关键。某些中度病变血管的血流

Dr Hayward：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右冠状

受限，而有些却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在DEFER研究

动脉中度狭窄病变进展程度要低于左冠状动脉？我认

（这是一项针对50%~70%狭窄的冠状动脉进行导管

为原因显而易见。我没有进行假设。我想这是基于病

介入的研究，并应用了FFR做依据）中仅有1/3的血

理生理学上的不同，并且要归因于脂肪的作用、动脉

管病变FFR<0.75（即血流受限），而其他病变则没

粥样硬化负担和剪应力的影响。尸体解剖病理研究及

有。研究中随机对这些病变进行了支架或药物治疗，

现代的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研究结果显示，

结果显示药物治疗效果明显优于支架治疗。我想外科

在整体人群中，左冠状动脉发生病变的几率要高于右

医师应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将支架植入血流并未受

冠状动脉。这可能是因为受左心室影响，左冠状动脉

限的血管内将会影响远期效果，因为这意味着终生的

经受更多的剪应力影响（与右冠状动脉相比其血流模

风险。

式存在差异）。

我们认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的情况可能存

因此我猜想有这种可能性，与左冠相比较，现代

在差异，因为如果为血流未受限的血管移植1支桥血

二级预防措施（尤其是他汀类药物）由于具有调脂、

管，最差的结果不过是桥血管失效，而并不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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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
我们的数据显示，FAME和DEFER的研究结果
可能也与外科手术相关，当然这一结论不一定正
确。为一条本不需要移植的血管进行旁路移植术或
许是一件坏事情，因为会加速疾病的进展，尤其是
对右冠状动脉病变进行静脉桥血管移植时（因为您

和其他作者已经证实了对中度病变移植动脉桥血管
时效果最差）。如果计划采用静脉移植，就可能会
加速原发病的进展，患者的右冠状动脉循环系统今
后可能将会更加依赖于桥血管的供血，而移植的桥
血管将会逐步发生损耗。因此我认为未来以FFR来
指导冠状动脉病变血运重建是必经之路。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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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主动脉论坛会 议

Tirone David式保留主动脉瓣的
主动脉根部置换术及二叶式主动脉瓣修补的应用

目的：对二叶式主动脉瓣（bicuspid aortic valve，BAV）患者行伴或不伴瓣叶修复的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部置换
术的可行性尚存疑问。我们分析了75例行Tirone David再植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术的BAV患者的结果。

方法：平均年龄为45±10岁；80%为男性；31%有≥ 2+的主动脉反流（aor t ic reg u rg it at ion，A R）；平均环径
为28±3 m m；32%为Sieve r s 0型BAV，且6 6%同时行瓣叶修复术（通常只是瓣杯 游离缘 缩 短术）来矫正脱
垂。对 术后早 期（6±3天）及晚 期（2 .9±1.7年；范围，1~10年）的超声心动图进行了比较[累计 超声心动图随
访，190患者年；后期中位间隔时间，2年（四分位距，0.68 ~ 4.2）]。7例患者风险时间超过6年。使用L og-r a n k
法统计分析临床结果和瓣膜功能。

结果：实际存活率99%±2%；随访6年时90%±5%无再次手术，98%±2%无感染，100%无卒中。除了最初AR程度
的改善（P <0.001），我们还观察到细微的亚临床进展（P >0.5）；但100%的患者AR程度不再高于2+。瓣杯游离缘缩
短术与瓣膜退化无相关性，但瓣交界处聚四氟乙烯缝线悬吊（n=4）预示着较高的AR复发可能性（P =0.025）。

结论：BAV患者在David手术和瓣叶修复后，中期临床结果和瓣膜功能都很好。还需做更多10年以上的随访工作
以确定长期的瓣膜耐用度，以及其他一些临床上重要的晚期不良事件（包括最终再次手术）的危害。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S35-40）

B AV ） 的 治 疗 选 项 [ 1 - 1 0 ] 。 B AV 患 者 的 主 动 脉 反 流
（aortic regurgitation，AR）通常是由于椭圆形扩张
的主动脉瓣环（El KhouryⅠ型AR） [3] 或瓣叶疾病，
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术（valve-

比如脱垂（El KhouryⅡ型AR） [3] 、回缩、穿孔、
固定等，且通常表现为主动脉根部扩张 [4] 。因未能

sparing aortic root replacement，V-SARR）使用了

纠正主动脉瓣环和根部的几何紊乱，对功能失常的

联合瓣叶修复术（cusp repair，CR）的David技术，

BAV行单纯主动脉瓣膜修复尚不能避免10年内再次

已被作为比单纯瓣膜修复、主动脉重塑或主动脉成

手术 [11] 。除了CR，手术修复还应包括同时置换或者

形更好的二叶式主动脉瓣（bicuspid aortic valve，

重建扩张的主动脉根部以及纠正主动脉瓣环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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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

缩写及缩略词
AR
BAV
CPB
CR
PTFE
IQR
TEE
TTE
V-SARR
VS-MOD
Vmax

=
=
=
=
=
=
=
=
=
=
=

主动脉反流
二叶式主动脉瓣
体外循环
瓣叶修复术
聚四氟乙烯
四分位距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经胸超声心动图
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术
V-Stanford改良术
最大速率

主要终点为死亡豁免率及任何原因所致的再次
手术豁免率。术中超声心动图的终点为修复后瓣叶
高度、残留AR的程度、平均和峰值主动脉压力梯度
以及最大速率（maximal velocity，V max ）。随访的
超声心动图终点为无2+以上AR、移植血管压力梯度
及V max。

结果
主动脉瓣环的尺寸变化

从而加强瓣膜修复的耐用度 [4]。
瓣膜脱垂可通过多种方式纠正，包括游离缘缩

近端人造血管管径的中位大小为34 mm [范
围，30~38 mm；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
IQR），33~34 mm]，被缩颈到外径中位值为27 mm

短、折叠术、三角嵴切除、折叠（Trussler stitch）、

的瓣环上（范围，21~31 mm；IQR，27~27 mm）。

修补和封闭。有报道单纯瓣膜修复能获得可接受的

这使得主动脉瓣环直径从术前27.9±2.9 mm降至术后

短期和中期结局，包括血栓栓塞、感染和早期死亡

23.1±2.2 mm（P <0.001）。7例术前无主动脉瓣环

的低发生率，以及可接受的再手术率和AR复发豁

扩张的患者，其瓣环直径未发生变化。对于其他68例

免率 [11-13] 。更多的现代方法认识到，在最初瓣膜修

（91%）患者的瓣环直径，有39例减小超过5 mm，

复的同时，瓣环和主动脉根部也应一并处理，包括

26例减小超过6 mm，20例减小超过7 mm。主动脉瓣

主动脉根部重塑（Yacoub） [8,12] 、瓣膜交界处下瓣
环成形术（Cabrol stitch） [6]或使用David再植技术的

环大小的减小与CR需求增加无相关性（游离缘缩减
术的数量，P >0.05）。而且，Log-rank分析显示，

V-SARR[6,9,10]。但目前关于Tirone David式V-SARR术联

主动脉瓣环直径减小超过5 mm对减小AR复发的影响

合BAV修复的结果报道还很少。而且，在主动脉根部

无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 >0.05）。然而，主动脉瓣

正常的情况下以侵袭性的V-SARR手术来矫正瓣膜问

环直径减小超过6 mm的患者更有可能发生术后晚期

题的利弊还不确定[2-4,10-12,14,15]。
我 们 报 道 了 7 5 例 行 Ti r o n e D a v i d 式 V- S A R R I
型手术（2%）或Tirone David V-Stanford改良术
（V-Stanford modification，VS-MOD，98 %）的BAV患
者的中期结局；66%的患者接受了CR手术。

2+以上的AR（P =0.02）。
生存率
平均随访时间3年（范围，7天~9.2年；第25和第
75百分位值分别为224天和1521天）。累计随访时间
190患者年。术后有1例20岁女性于1997年死亡，因
V-SARR和全弓置换后右冠状动脉损伤导致右心室衰

方法

竭。目前为止无晚期死亡发生，3个月时实际生存率
患者和手术
本 研 究 包 含 7 5 例 B AV 患 者 （ 瓣膜功 能 正 常 或
存 在 反 流 ） ， 于 1 9 9 7 年 至 2 0 11 年 间 接 受 了 Ti r o n e

估计为98%±2%。
再次手术

D a v i d V- S A R R 手 术 或 者 V S - M O D 手 术 ， 伴 或 不 伴 同

2.8年时的再次手术豁免率为90%±5%（3例再次

期CR手术。患者的具体信息见表1。Sievers BAV

手术，其中有2例因瓣膜问题再手术，图1）。更多

分型

[15]

、 术 前 瓣 膜 功 能 、 B AV 相 关 的 主 动 脉 疾 病

（Fazel-Stanford clusters

[16]

详细信息见文后附录E1。Log-rank检验显示有或无瓣

）总结在表2和表3中。

杯游离缘缩减术的两组在再次手术豁免率方面无差异

30例（39%）患者无AR，22例（29%）患者有

（P =0.8）。类似地，不同BAV类型组间的再次手术

1+AR，但23例（31%）患者有≥2+的AR（8例有

豁免率也无差异[Sievers 1型（S1，1嵴）vs. Sievers 0

4+AR）（表2）。更多详细信息参见文后附录E1。

型（S0，无嵴，“完美型”），P =0.26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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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75例行David式保留瓣膜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术的二叶式
主动脉瓣患者的基线特征及手术细节

中或严重的全身性血栓栓塞并发症，但有1例患者术
后晚期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未留下永久性损伤。

45±10（20~64）

年龄（岁），均值±SD（范围）
性别
男，n（%）
女，n（%）
身高（cm），均值±SD（范围）
体重（kg），均值±SD（范围）
马凡综合征，n（%）
Loeys-Dietz综合征，n（%）
急性主动脉夹层，n（%）
左室EF，%，均值±SD（范围）
主动脉反流（任何），n（%）
主动脉根部置换
Tirone David I型手术，n（%）
Tirone David VS-MOD手术，n（%）
既往CV手术史，n（%）
主动脉狭窄修补术
同期心脏手术，n（%）
二尖瓣成形术
横弓置换，n（%）
Peninsula技术，部分
Peninsula技术，全部
瓣尖游离缘修复，n（%）
≥1处瓣尖游离缘缩短术缝合
三角嵴切除
交界处缝线悬吊（PTFE）

术中瓣膜血流动力学功能

60（80）
15（20）
172±30（155~198）
86±16（56~135）
7（9）
0
0
60±4（50~70）
46（61）
75（100）
2（3%）
73（97%）
4（5）
4
2（3）
2
48（64）
45
3
50（67）
50
7（9）
3（4）

术前主动脉平均压力梯度为7.6±3.3 mm Hg，峰
值梯度为13.6±6 mm Hg，Vmax为176.9±41 cm/s。停
止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后经食
管超声心动图（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TEE）显示减小瓣环大小的V-SARR术及CR术后瓣
膜对合距离为9±0.9 mm。2例有1+（轻度）AR；其
他患者无AR（74%）或有AR显像（15%）。CPB后
TEE示主动脉瓣膜平均梯度为6.8±4.9 mm Hg，峰值
梯度为14.1±1.8 mm Hg，V max均值为180±60 cm/s
（所有患者与术前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术后早期及术后晚期的瓣膜功能
术后早期行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m，TTE）检查的中位时间为5天
（IQR， 4~6天；平均6天；范围，3~19天）；最
后一次超声心动图检查的中位时间为2.4年（IQR，
1.6~4.2年；平均3±1.9年；范围，0.67~9.2年）。中

SD，标准差；EF，射血分数；VS-MOD，V-Stanford改良术；CV，心血管；PTFE ，

位AR程度从术前的1（IQR，0~2）变为早期TTE研究

聚四氟乙烯（Gore-Tex；W. L. Gore & Associates，Inc， Flagstaff，Ariz）。

时的0（IQR，0）（P <0.001，Wilcoxon）；平均梯
度（6.8±4.9 mm Hg vs. 8.5±3.5 mm Hg）、峰值梯
度（14.1±8 mm Hg vs. 15.1±5.3 mm Hg）以及Vmax

心内膜炎和血栓栓塞

（180±60 cm/s vs. 194±44 cm/s）都无明显变化。

再手术的患者中没有1例发生心内膜炎（附录

最近一次TTE随访检查时，中位AR程度为0
（ I Q R ， 0 ~ 1 ）， 与 术 后 早 期 T T E 相 比 无 变 化 。 术

E1）。8个月时的心内膜炎豁免率为98%±2%。无卒

表2 75例BAV患者的术前几何形态、依据Sievers分类法的BAV类型、主动脉瓣膜血流动力学功能。用等级ANOVA法计算P 值
合计
（n=75）

S0/lat
（n=17）

S0/ap
（n=7）

S1/L-R
（n=44）

S1/R-N
（n=5）

S1/N-L
（n=2）

S2
（n=0）

P

AR，n（%）

45（60）

7（42）

4（57）

33（75）

1（20）

0

-

0.008

El Khoury I型（瓣环扩张），n（%）

9（12）

3（18）

1（14）

4（1）

1（25）

0

-

0.571

瓣环直径（mm），均值±SD（范围）

28±2.9

27.8±3.1

29.5±2.2

27.7±2.8

27.2±3.1

29±5.7

-

0.56

El Khoury II型（瓣尖脱垂），n（%）

45（60）

10（59）

4（57）

27（61）

2（40）

2（100）

-

0.821

无/轻微（0）AR，n（%）

30（39）

10（59）

3（43）

11（25）

4（80）

2（100）

-

0.008

轻度（1+）AR，n（%）

22（29）

4（24）

2（29）

15（34）

1（20）

0

-

0.777

中度（2+）AR，n（%）

13（17）

3（18）

2（29）

8（18）

0

0

-

0.655

2（3）

0

0

2（5）

0

0

-

0.833

中重度（3+）AR，n（%）
严重的（4+）AR，n（%）

8（12）

0

0

8（18）

0

0

-

0.173

中位AR级别（IQR）

1（0~2）

0（0~0）

1（0~2）

1（1~2）

0

0

-

0.006

0

0

0

0

0

0

-

-

主动脉狭窄（%）

BAV，二叶式主动脉瓣；ANOVA ，方差分析；AR ，主动脉反流；SD，标准差；IQR ，四分位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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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75例BAV患者中按BAV相关主动脉疾病的StanfordFazel cluster的术前动脉瘤CTA或MRA影像分布
Ⅰ型（根部），n（%）

正常功能

34（45.3）

Ⅰ-Ⅱ型（根部+AscAo），n（%）

1（1.3）

Ⅲ型（AscAo、主动脉弓），n（%）
Ⅳ型（根部+AscAo+主动脉弓），n（%）

16（21.3）

病例数

19（25）

Ⅱ型（AscAo），n（%）

24（32）

BAV，二叶式主动脉瓣；CTA ，计算机体层血管造影；M R A ，磁共振 血管造
影；AscAo ，升主动脉。

主动脉反流

后晚期平均梯度为12.1±5.6 mm Hg，峰值梯度为
22±11 mm Hg，V max 为229±56 cm/s，表明主动脉
狭窄的程度并没有随时间增加。

术前

术后早期

术后晚期

图2 术前、术后早期、术后晚期的超声心动图下主动脉
反流程度。

有19例患者随时间推移出现AR进展（图2）。
16例患者从无AR进展至1+AR，2例从无AR进展至
2+AR，1例患者从1+AR进展至2+AR。经Log-rank检
验，CR（P =0.358）、游离缘缝合数（P =0.373）、
瓣尖纤维化或硬化（P =0.348）以及Sievers BAV类型
（P =0.66）并没有显著抑制AR随时间的进展。AR在
图2中以时间函数表示出来。

V S-MOD） [14]。 与 此 相 反 ， 其 他 研 究 中 的 主 动 脉 根
部 重 建 方 法 颇 多 ， 而 D a v i d V- S A R R 手 术 被 谨 慎
使 用 。 A i c h e r 等 [ 1 ] 报 道 了 3 1 6 例 行 修 复 手 术 的 B AV
患者：100例行瓣环下折叠术，122例根部重塑
（David Ⅱ），2例（0.6 %）接受主动脉根部再
植。2005年，Alsoufi等 [17] 报道了71例来自多伦多
的 行 修 复 手 术 的 B AV 患 者 ： 1 3 例 接 受 根 部 重 塑 、

讨论

1 6 例 （ 2 3 % ） 接 受 D a v i d V- S A R R 手 术 。 M a y o 小

关于是否行CR手术的决策是一致的。所有患
者 都 接 受 了 V- S A R R 手 术 （ 9 8 % 为 Ti r o n e D a v i d

组 [11] 报道了108例伴反流的BAV患者（平均年龄41
岁）的修复手术，但一些类型的主动脉移植或者主
动脉成形术只占21%，说明孤立的瓣膜手术并不能
同时纠正瓣环和主动脉根部的病理状况。这也许

再次手术的
年数

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49%的患者于术后10年能免于
AV R 的 再 次 手 术 ， 但 随 访 很 长 （ 2 3 年 ， 平 均 随 访
时间5.1+4.1年） [11] 。El Khoury的单位 [4] 早些时候

免于再次手术（n=75）

在布鲁塞尔报道了122例行 BAV修复的患者，34%
的 患 者 接 受 了 D a v i d V- S A R R 手 术 。 B a d i u 等 [ 2 ] 修
复 了 4 3 例 B AV 患 者 ， 但 只 有 1 6 例 （ 3 7 % ） 接 受 了
主动脉根部再植。最近，来自于El Khoury单位的
Kerchove等 [6] 的一个关于161例BAV患者的综合分
析比较了David V-SARR手术和较小的手术（包括
Ya c o u b 重 塑 、 伴 或 不 伴 C a b r o l 连 合 下 的 瓣 环 成 形
术）的中期结果。组间的主动脉根部大小和AR程
度 相 匹 配 。 5 年 以 上 的 生 存 率 类 似 ， 但 V- S A R R 手

危险患者数

术组的晚期再手术率和AR复发率显著降低。这些
观点明确表明V-SARR手术在瓣膜修复耐用性的优
时间（年）

图1 Kaplan Meier法对75例行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部
置换术的二叶式主动脉瓣患者免于再次手术的评估。误
差线提示平均值的±1个标准误。

势，哪怕主动脉根部是正常的 [6] 。De Paulis也提出
了类似的建议 [7] 。
本研究66%的患者需要CR手术，通常是游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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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缝合。这与Homburg（88%折叠术） [1]、Toronto
（62%折叠术）

[17]

、梅奥诊所[94%连合折叠术，伴嵴
[11]

切除或者折叠（自2000年）]

缘缩短术并不会减小瓣尖面积或限制活动度；游离缘
缩短术缝合的数量与AR进展也无关系。基于主要使用

的报道类似。研究患

游离缘缩短术的研究结果，我们建议要尽可能少地使

者中只有7例同时行三角嵴切除加折叠术，与其在其

用正式全瓣杯折叠术。如果融合的瓣叶脱垂明显，且

他单位的频繁使用有所不同，这是梅奥诊所最常用的

有超过1 cm的冗余组织，或者嵴处的瓣杯游离缘纤维

技术

[11]

。瓣叶的疤痕、纤维化和钙化是相似的，比如
[11]

化，那么小的三角嵴切除术是合理的。

。鉴于患者

Hanke等 [18] 统计分析了一组84例患者行V-SARR

的年龄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混杂因素，必须指出的是，

后发生更严重的AR进展的因素。他们发现瓣叶

Toronto研究中患者的平均年龄为41.5±13.2岁 [17]，梅

折叠术预示AR会加重。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唯

我们的研究有35%，而梅奥报道有45%

[11]

，Homburg研

一的AR进展的独立预测因素是使用聚四氟乙烯

究中患者的平均年龄为49±14岁 ，本项研究中患者

（polytetrafluoroethylene，PTFE）缝线（Gore-Tex；

的平均年龄为45±10岁。

W. L. Gore & Associates，Inc，Flagstaff，Ariz）悬

奥研究中患者的平均年龄为41±13岁
[1]

只要有可能，我们尽量避免三角嵴切除或标准瓣

吊，而我们已经将其弃用。有些BAV类似于四瓣化者

叶折叠，以便不损害瓣叶的活动性。如果融合的两瓣

在Stanford术中将行瓣膜置换术，除非有很强的AVR

杯太薄、脱垂不严重、嵴的钙化或纤维化不严重，游

禁忌证。

离缘缩短术通常足以。因此，术后超声心动图并没有

对于扩张的或椭圆型主动脉瓣环使用David
V-SARR手术来固定和减小瓣环口径可获得重要益

发现主动脉狭窄有显著增加。
本研究未行瓣叶补片修复术（而来自布鲁塞尔的

处。我们发现，瓣环减小超过6 mm可能与更多的术

[3]

一篇报道近18%的患者使用 ）。该手术与较高的再

后AR相关（AR>1+发生率更高）。因为一共仅3例

手术率和整体较差的结局相关，再次手术危险比为

AR 2+，超过2+AR的豁免率为100%，因此这些预测

[3]

7.6 。75例BAV患者没有继发于穿孔的El Khoury Id

必须谨慎阐释。还需要更大宗研究来验证。

型AR，穿孔者可能需要补片。Stanford的研究中，对

总体而言，有轻微的AR进展趋势，无AR进展

伴有继发于较大穿孔的Id型AR的二叶式主动脉瓣进

的中位时间为4.5年。大部分患者在6至12个月TEE

行了置换。此外，对于主动脉环扩张的处理，未使用

检查时发现AR从0进展到1+，此后稳定下来。未来

交界下瓣环折叠成形术（Cabrol），David V-SARR是

是否会转变为更严重的AR或者需要再次手术仍然未

纠正扩张主动脉环的一个明确、可靠的方式，已经被

知，但我们也不期望这些BAV在术后能像三叶主动

[3]

[1]

其他人常规使用 。Schäfers的单位 最近的报道显示

脉瓣一样功能持久。术前，患者如果不愿接受术后

交界处的操作预示着较差的晚期瓣膜功能和更多的再

抗凝治疗，就必须承受较低但有限的10~30年时再手

次手术（危险比为2.07；仅有单变量分析）。

术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建议60岁以上的老

[4]

Boodhwani等 （来自El Khoury的单位）于

年患者手术治疗的原因，因为主动脉狭窄的进展无

2010年报道BAV修复手术后8年再次手术豁免率高

法预知，而他们获益于抗凝的时间较短。对50岁以

[4]

达83%，血栓栓塞等其他不良事件豁免率为96% 。

上或60岁左右的BAV患者移植生物瓣膜（又称“生

据布鲁塞尔针对接受David V-SARR手术患者的最新

物根”）反而很有吸引力，因为尽管其年龄相对较

[6]

报道 ，术后5年时均无1例再次手术或≥2+的AR复

轻，但替换的生物瓣能为将来可能的经导管瓣膜置

发，这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结果类似。我们的结果以及

换提供比原来BAV更满意的锚定点。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修复反流BAV的最明确和最可

鉴于我们良好的中期结果以及其他主动脉中心

靠的方法是David V-SARR手术，即使主动脉根部正

的结果 [4,6,7,10] ，包括David V-SARR在内的重建手术

常。在经验丰富的中心，早期风险并不比那些较小的

适合很多特定的有反流或功能正常的BAV患者（伴

手术要高，而中期结果则更具优势。

或不伴主动脉根部动脉瘤疾病）。借助El Khoury小

瓣叶过度折叠会引起潜在的主动脉狭窄的危险，损

组面向修复手术的术语系统来描述Boodhwani等 [3] 提

害瓣叶活动度或今后导致瓣叶纤维重塑[6]。减小瓣叶活

出的AR发生机制，以及对引起AR机制的更精确的理

[6]

动度可能会导致AR复发或进展 。以我们的经验，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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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19] ，已经改善了二叶式主动脉瓣的修复技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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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键决定是放弃纤维化、钙化、变薄、穿孔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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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病理损害处的二叶瓣尖的保留，因为保留下来
会有不理想的结局，这些瓣膜需要置换掉。尚没有
在前瞻性随机试验中比较各种主动脉根部的BAV修
复技术，可能也永远不会有。1年以上的结局仍不清
晰。不良事件还会继续发生，谨慎选择合适患者直
到有10~20年的手术结果可用。
局限性
在一系列V-SARR纠正BAV的研究中，很少有
患者保持有5年以上的风险，而我们这项研究中有
10%的患者在7年时仍有风险。因此，我们只能分析
中期结果。
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尽管大多数的临床和瓣膜
的参数是前瞻性收集的。主动脉瓣环的直径于术中预
先记录下来，但通过回顾性的CT血管造影来确认。
总体而言，少数的不良事件妨碍了使用危险模
型来识别患者或疾病相关变量以预测预后。因此，
本研究Log-rank检验所发现的AR大于1+等罕见终点
的结果有统计学意义，需要谨慎解读。特别是，我
们发现主动脉瓣环减小超过5 mm可能与更多AR相关
（AR>1+率更高）。但只有3例2+AR，且全部没有
超过2+，因此只能初步考虑这一相关性。
临床上的重要事件（卒中、出血性事件、感染、
瓣膜结构恶化、再次手术）很少发生，且主要发生于
术后晚期，这凸显了将来长期调查V-SARR用于BAV
患者的重要性。随机、前瞻性研究耗费过大，可能不
太现实。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回顾性观察：将来进行
大规模的Meta分析可增加回顾性研究的统计效力。
本研究包括选择接受首次V-SARR的年轻BAV患
者，可能有患者转诊或患者选择的偏倚。本研究所有
手术均由一位外科医师（D.C.M.）负责，使得结果难
以被其他外科医师和机构广泛接受。
特 别 感 谢 M i c h a e l S h e e h a n ， M S N ， R N FA ，
NPc在随访患者以及获取后期超声心动图上付出的
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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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尽可能从当地医院获得术后晚期的超声

附录E1

心动图图像，交由经验丰富的超声心动图医师分析

方法

（D.H.L.）。瓣环直径从术前术后的超声心动图或

手术操作 如果要进行横弓置换，CPB通常需使
用6~8 mm涤纶人造血管缝合在无名动脉上，进行选

CT获取。如果瓣环是长椭圆形的，我们取长短轴的
平均值用于分析。

择性顺行脑灌注。原来的Feindel-David公式[人造血

Kaplan-Meier法生存估计（表示为平均值±1个标

管的直径≈（平均瓣杯高×2×0.67）+2个主动脉壁厚

准误）和Log-rank检验用于分析主要修复要点和超声

度]决定了近端人造血管的理论大小，但是最近我们

心动图下的瓣膜功能。Student t 检验和Wilcoxon检验

使用了更大一些的尺寸。Stanford的Tirone David-V
V-SARR改良术式已有报道[14]。
4例原先没有瓣叶脱垂的患者在主动脉根部置
换术后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垂，需行游离缘修
复。CR手术需将5-0或6-0 PTFE缝线或聚酯缝线用于
Arantius小结和（或）在周边缩短瓣叶游离缘、切除
三角嵴、采用4-0或5-0 PTFE缝线边缘悬吊成形，或
联合使用这些技术，如图E1所示。我们没有使用从游

用于比较治疗前后的变量。正态分布检验用于鉴定数
据的分布。连续变量以平均值±1个标准差或95%可
信区间或中位数加IQR来表示。SigmaPlot和SigmaStat
11.0版软件（Systat Software，San Jose，Calif），以
及SPSS 19版（IBM North America，New York，NY）
用于数据分析。Cox单变量和多变量风险比例分析用
于复杂修复要点的分析（>2+AR、再手术或死亡），
因例数太少，我们建立的统计模型可能并不稳定。

离缘到交界处的标准瓣叶折叠术。图E2展示了依据
BAV类型和瓣叶位置划分的不同CR方法。

结果：1例再次手术

数据整理及统计分析 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

1例46岁的患者术后发生爆发性心内膜炎、

书；斯坦福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了这项研究。

4+AR、左心室流出道的右冠窦和无冠窦之间撕裂、

瓣膜类型、部位、瓣脱垂的严重程度、CRs手术等细

术后1年瓣叶毁损。感染的瓣膜和人造血管应用同种

节都回顾性地从手术记录中获得。术中确认了Sievers

异体血管替换，辅之以Kay-Zubiate手术（小段大隐

BAV病理分型，并记录了瓣叶损伤（比如肥厚、纤维

静脉重建左右冠状开口）。另1例患者术后3年突然复

化、钙化）和瓣尖脱垂的部位和严重程度。瓣膜再植

发4+主动脉瓣反流和左心室扩张，在涤纶人造血管

到近端人造血管后，再次评估瓣叶交界处高度和脱垂

内进行了机械瓣置换。原来的严重主动脉瓣反流修复

情况，以决定瓣叶游离缘缩短术是否必要。

包括PTFE缝线重建断裂的交界处悬韧带，类似于在

术中用TEE测量主动脉根部再植前后的梯度、

永存主动脉所见的半月瓣；PTFE缝线撕裂使融合的

V max 、瓣叶交界处的高度以及残留的主动脉反流。

左右瓣叶形成连枷。第三例患者是48岁男性，他在行

所有患者在术后早期出院前均进行TTE检查；我们

TD-V S-MOD术、全弓置换和房间隔缺损后2年出现心包

建议患者每年能做一次TTE，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

缩窄的症状，接受了心包切除术。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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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数

n=75 二叶式主动脉瓣
NC瓣的FM缩短
后瓣的FM缩短
前瓣的FM缩短
LC瓣的FM缩短
RC瓣的FM缩短
新索
三角嵴切除
无修复

图E2 BAV患者按Sievers分类行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
部置换术再植的同时，行瓣叶修复的类型。FM ，瓣杯游
离缘；NC ，无冠瓣；LC ，左冠瓣；RC ，右冠瓣。

图E1 上图：在融合的左右冠状尖处行中心游离缘缩短术
（SieversS1/L-R型BAV）。左，冠状尖有轻微的纤维化
或者钙化，AR主要因尖冗余和脱垂引起（El Khoury Ib型
AR）；右，中心游离缘缩短术缝合后纠正脱垂，使接合
度和高度最佳化。
中图：在融合的左右冠状尖处切除三角嵴前（左）后
（右）的BAV。
下图：左，在融合的左右冠瓣杯口游离缘之间悬吊；
右，使用PTFE缝线悬吊左右融合的瓣杯和无冠杯口接缝
处使其游离缘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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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手术简史：浅谈远端主动脉修复

主动脉手术的当代史得益于早期的一些幻想

这激起了医学界对动脉瘤远端移植的兴趣。血管移植

家，比如Moore、Matas、Carrel、Guthrie、Tuffier和

和恢复动脉连续性技术的发展使得外科医师能置换的

Halsted等。Moore主张使用银线，以刺激主动脉瘤内

胸降主动脉长度越来越长，比如对1例狭窄相关的胸

血栓形成；Corradi加入电流对该操作程序进行改良以

降主动脉瘤进行了8 cm的修复 [6]。但当时尚不清楚远

期进一步刺激血栓形成。Matas [1] 提出动脉瘤内缝合

端梭形动脉瘤患者对主动脉阻断有什么反应。脊髓局

术，以1~2组连续缝合重塑主动脉，但这无法形成侧

部缺血困扰着Blalock关于主动脉狭窄的研究工作，

支循环，因为动脉瘤没有被切除，而是靠缝合加固折

且主动脉钳的快速松开被怀疑导致了Gross的主动脉

叠在一起。Carrel 和Guthrie 的试验涉及到切除后直

狭窄患者致命的心脏骤停 [7]。最主要的顾虑是主动脉

接吻合以重新连接血管，这项技术使用小段静脉移植

瘤患者的侧支循环不好。此外，同种异体移植的应用

以保持动脉的连续性。

困难重重，包括保存技术复杂落后、可用性差以及早

[2]

Sir Astley Cooper被广泛认为首次使用单纯结扎
（部分或全部闭塞动脉瘤近端，而未切除动脉瘤）治
疗腹主动脉瘤，而Tuffier则首次将这项技术应用于胸
主动脉瘤；不过，这些早期尝试均告失败。Halsted
和Matas还探索了结扎方法：Halsted [3] 将铝线混进结
扎材料（易于穿过主动脉组织），Matas [4] 直到1940
年才主张近端结扎，将主动脉流量降至正常主动脉的
1/10或1/8，从而借助逐渐形成的血凝块沉积来闭塞动
脉瘤。尽管结扎修复偶尔能成功，但1920年之前的许
多患者常死于坏死、休克、破裂或出血[5]。
20世纪40年代中期，Crafoord、Gross及其他研究
者成功使用缝合式同种异体移植来修复主动脉狭窄，

期变性的报道[11]。
主动脉修复的替代选择包括使用非缝合吻合技术
置换主动脉节段 [8]（最成功的例子是使用有机玻璃聚
合物导管和Hufnagel球笼式主动脉辅助瓣膜置换一段
胸降主动脉 [9]）和使用赛璐玢包裹（或者偶见使用赛
璐玢的活性成分—磷酸二鲸蜡醇酯）来刺激主动脉
外层瘢痕形成，以产生加固作用。1940年，Pearse [10]
在犬模型上使用普通赛璐玢薄膜包裹主动脉后使主动
脉逐渐闭塞。这项技术被Poppe普及开来，1947年和
1948年他报道了对梅毒性动脉瘤的治疗。值得一提的
是，1948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症状性腹
主动脉瘤使用了赛璐玢薄膜包裹得以治疗；1955年他
的症状复发，但爱因斯坦拒绝进一步治疗，不久后死
于主动脉破裂[11]。
1929年dos Santos提出的主动脉造影极大促进
了主动脉异常的检出。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
期，明确的主动脉瘤修复方法尚未确定。在那个年
代，结扎、赛璐玢包裹、腔内缝合以及其他一些方
法都广为接受，而且这些方法常常以不同的组合用
于 个 体 治 疗 [12]。 虽 然 有 些 技 术 适 合 修 复 近 端 主 动
脉瘤（常为梅毒性和囊状），但多数不适用于大样
本的远端动脉梭形动脉瘤（通常起源于动脉粥样硬
化）。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尽管有一些看似成功
的近端囊状主动脉瘤修复和小段胸降主动脉切除可
以修复狭窄，却无人想过尝试置换胸腹主动脉。
1951年，Dubost及其同事 [13]成功切除了1例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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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瘤并经腹膜后途径移植了同种异体血管；这一

带分支的人造血管经常用于重新连接内脏动脉，最常

成就很快被其他几位外科医师重复，包括1952年的

见的是首先被重连的肾动脉。这个年代，肋间动脉继

DeBakey和Cooley

[14]

，他们采用的是经腹膜途径。同
[15]

续被忽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才开始质

尝试用同种异体血管

疑主动脉瘤节段的完全切除，尤其是腹主动脉和胸降

替换真性胸降主动脉瘤；与Hufnagel不同的是，他们

主动脉的修复。Creech [22]建议保留一部分主动脉后壁

使用有机玻璃聚合导管作旁路分流。当患者死于残留

（结扎肋间动脉后），可能比源自肺、下腔静脉或其

样，在1951年，Lam和Aram

动脉瘤引起的纵隔脓肿时，Lam和Aram

[15]

意识到，

他结构游离残留的主动脉组织更快、更安全，也有助

如果他们完全切除动脉瘤，那么患者有可能存活。

于保护侧支循环。Crawford及其同事[23]还建议在腹主

1952年，DeBakey和Cooley [16] 成功切除1例胸降主动

动脉人造血管外覆盖主动脉外膜以减少术后出血。

脉后段的动脉瘤，需要指出，当时对这例是否应考虑

20世纪70年代，Crawford[24]借鉴Carrel和Guthrie、

胸腹主动脉瘤（thoraco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Javid、Spencer的早期工作，推广遵循主动脉置换解

TAAA）修复曾有争议

[17]

，并使用“夹闭缝合”方法

剖方法的TAAA修复术。Crawford使用了解剖性腔内

进行同种血管移植。因此，这些早期同种血管移植的

介入技术，再植肋间动脉补片（reimplanted patches of

方法青睐于将动脉瘤完全切除，与当时的结扎方法完

intercostal arteries）以更好灌注脊髓，移植的人造血

全不同。对主动脉局部缺血的耐受多少显得有些不可

管中留有卵圆形开口以重连内脏动脉，且避免动脉瘤

预知，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截瘫成为早期远

完全切除，而不是在移植的人造血管上包裹余下的动

端胸主动脉修复的重要关注点。中低温和使用旁路分

脉壁。Crawford的技术将早期生存率提高到92% [24]；

流以提供远端主动脉血供尝试用于预防局部缺血。

然而，TAAA修复术的解剖方法并非没有争议，人

胸腹主动脉分支血管和持续存在的脊髓缺血、

们认为其增加了局部缺血风险 [25] ，而直到1979年，

肾脏损伤风险使得早期修复TAAA的尝试变得复杂。

DeBakey [26]还在继续推进这种解剖外的、用人造血管

1955年，Rob [18]和Etheredge及其同事 [19]都报道了包括

作旁路的修复方法 [6]。Crawford采用了一些试验性方

血管移植在内的成功修复。1956年，DeBakey及其同

法，比如选择性的肾动脉灌注、脑脊液引流、Borst象

事

[20]

报道了4例此类的修复，使用一系列技术，包括

鼻手术等来改善患者预后。Crawford进行了不同肾脏

低温、旁路分流以及优先重连肾动脉。动脉瘤均被完

灌注技术 [27,28]和脑脊液引流 [29]的随机试验，以及使用

全切除，而肋间动脉都没有重新连接。4例患者中只

左心旁路分流来减少远端缺血的研究[30]。

有2例修复术后存活。

腔内技术的出现显著影响了远端主动脉瘤修复

与此同时，使用硬塑料导管、编织塑料等作为

的现代史。Dotter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首先实验测试

替代动脉的探索一直在继续。聚乙烯合成的动脉于

了腔内技术，10年后被Volodos及其同事 [31] 应用于临

1952年首先由Voorhees及其同事 [21] 开发出来。最初

床，Parodi和Dake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将腔内技术推

Voorhees注意到缝合材料的内皮化，由此猜想这种惰

广开来。如今，腹主动脉瘤的腔内修复已经比开放手

性材料是否可以作为细胞填充的支架，类似20世纪40

术修复更为常见，并且频繁用于胸降主动脉瘤的修

年代曾被考虑作这种用途的纤维蛋白管。多种替代动

复。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人尝试联合使用

脉[如奥龙（聚丙烯腈纤维）、尼龙、塔夫绸、尼龙-

开放手术和腔内技术来修复缺乏免疫力的患者的复杂

涤纶聚酯纤维、波纹尼龙管、塑料奥龙及聚氯乙烯海

胸腹主动脉瘤；然而这种杂交手术的使用直到21世纪

绵]都试验过，但涤纶（DeBakey首先使用）被视为最

才变得相对普遍。同样，复杂动脉瘤单纯腔内修复也

合适的材料，尽管早期修复中仍然存在涤纶血管多孔

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但仍停留在试验阶段，因为正在

性的问题。

开发中的用于修复TAAA的带孔和分支的腔内技术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远端主动脉瘤的切

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此外，最近腹主动脉腔内

除和置换常涉及一种解剖学以外的方法，该方法使用

修复的研究提示，其相对于开放手术的早期生存优势

了这些现成的人造血管。在胸腹主动脉修复术中，人

在术后24个月内会消失[32]。另外，主动脉腔内修复的

造血管最常经端侧吻合于动脉瘤附近。这样在动脉瘤

长期耐用性尚不清楚。毫无疑问，腔内技术的进步和

部分或完全切除之前，人造血管可用于中间的分流。

手术医师将极大地影响未来的主动脉手术；但在短期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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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开放性主动脉修复手术仍然是大多数主动脉疾病
的标准治疗方式。
我们感谢来自德克萨斯心脏研究院的Stephen N.
Palmer博士对本文编辑工作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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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摘要）

改良Ross-Konno手术后新主动脉瓣和根部的转归
The fate of the neoaortic valve and root after the modified
Ross–Konno procedure
Bahaa M. Fadel, Cedric Manlhiot, Zohair Al-Halees, Giovanni Di Salvo, Mamdouh Al-Ahmadi,
Brian McCrindle, Bahaaldin Alsoufi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对于伴发主动脉根部发育不良的主动脉瓣疾病或者复杂左室流出道多水平梗阻的患儿来说，Ross手术加改
良Konno手术进行主动脉瓣及流出道整形是常用的方法。本研究目的是探究改良Ross-Konno手术后新主动脉相关
装置及新主动脉瓣的功能转归。
方法：43例患儿，中位年龄6岁，实施了改良Ross-Konno手术，术中仅进行了心肌切开，而未使用室间隔补片。对
系列患者术后超声资料（n=187）进行了分析，对新主动脉瓣瓣环及根部的纵向生长模式，通过重复测定的方法
建立回归模型。
结果：共有2例患儿（5%）术中死亡和1例晚期死亡。术后8年生存率为93%，免于进行自体管道、同种管道及任
何原因再手术的比例分别为100%、81%和72%。术后新主动脉瓣瓣环的中位直径为14 mm（7~21 mm），z值为
+1.3（－3.0 ~+6.1）；新主动脉瓣根部中位直径为21 m m（9~30 m m），z值为+1.6（－1.3~+4.0）。超声系列检查
显示瓣环（+0.56 m m /year，P <0.001）和根部（+0.89 m m /year，P <0.001）直径均有明显增长，但z值却无变化
[瓣环为－0.07/year（P = 0.08），根部为－0.002/year（P = 0.96）]。9例患儿出现自身移植管道的反流，但反流程
度及随时间进展状况都无显著性变化（P =0.22）。
结论：改良Ross-Konno术后，新主动脉瓣环和瓣根直径与躯体发育同步增长。少数患儿出现自体移植管道反流，
但都比较轻微且处于稳定水平，无1例患儿需要再次进行自体管道移植。本研究进一步证明改良Ross-Konno手
术是处理儿童主动脉瓣疾病及复杂左室流出道梗阻的上佳选择。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 430-437.e1)

威廉姆斯综合征和艾欧吉勒综合征中外科重建处理狭窄的外周肺动脉
Surgical reconstruction of peripheral pulmonary artery stenosis in Williams
and Alagille syndromes
Michael C. Monge, Richard D. Mainwaring, Ahmad Y. Sheikh, Rajesh Punn,
V. Mohan Reddy, Frank L. Hanley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外周肺动脉狭窄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多伴发于威廉姆斯综合征和艾欧吉勒综合征。在处理狭窄肺
动脉方面目前仍有争议，很多中心倾向于采用导管介入治疗。与之相反，我们更倾向于采用外科方法处理外周肺动
45

脉狭窄。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我们采用外科重建处理外周肺动脉狭窄的经验进行回顾分析。
方法：我们采用回顾性方法对进行外科重建处理外周肺动脉狭窄的患儿进行分析。共计16例患儿：7例为威廉姆
斯综合征，6例为艾欧吉勒综合征，3例不伴有已知的综合征。所有患儿均进行肺动脉造影检查，肺动脉总干、分
支、肺叶部和肺段部的动脉狭窄程度都进行了详细记录。术前平均右室/左室压力比为0.88±0.07。手术路径为胸
骨正中入路，辅以体外循环。所有外周狭窄部位都利用肺动脉同种管道组织扩大。手术时患儿的中位年龄为14个
月，16例患儿中共有9例患儿还同时进行了其他手术。
结果：1例患儿（6%）术中死亡。平均右室/左室压力比在术后降至0.40±0.0 4（P < 0.0 05），与术前相比下降了
55%。患儿的中位随访时间为5年。无晚期死亡或者再手术发生。
结论：相关数据表明，这种综合外科处理策略在处理外周肺动脉狭窄时，早期死亡率较低，晚期无死亡。外科
重建处理外周狭窄的肺动脉可以促进右室压力显著降低。我们假设右室压力降低会改善此类患者远期的生存
质量。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 476-481)

胸外科手术（摘要）

恶性胸膜间皮瘤术中温热灌注化疗的体外研究评价
Intraoperative hyperthermic chemotherapy perfusion for 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 An in vitro evaluation
Robert B. Cameron, Dongmei Hou

程世钊 译 张逊 校

目的：温热灌注化疗已被用于治疗胸膜和腹膜间皮瘤，但尚缺乏基础科学依据。由于尚未进行前瞻性随机临床试
验，缺少支持这种存在潜在毒性治疗方案的临床数据。我们旨在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基础科学支持，并为今后临床
试验确定其应用的最佳条件。
方法：体外条件下评估各细胞株生长情况，包括热疗敏感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株（CHO）-K1、正常肺成纤维细胞株
（MRC-5）、肺癌细胞株（A549）和3种人间皮瘤细胞株（NCI-H28, NCI-H2052，MSTO-211H）。评估方法包括
应用一种新型四唑化合物[3-（4，5-二甲基噻唑-2-基）-5-（3-羧甲酯基）-2-（4-磺苯基）-2H-四唑，内盐（MTS）]
和一种电子偶合剂（吩嗪硫酸甲酯）测量活细胞将MTS还原成的甲臢化合物在490 n m的吸收值（MTS代谢检
测），以及应用标准稀释克隆形成试验测定计数大于50个细胞的集落形成单位。各细胞株接种在培养瓶中，暴露
于不同化疗药物和温度（37°C～45°C）的组合。随后收获细胞，用两种方法评估目前常用临床化疗药物（顺铂、
吉西他滨和培美曲塞）伴与不伴热暴露的作用。
结果：首先将CHO-K1、A549和NCI-H28细胞株在37°C、42°C和45°C分别培养20、40和60分钟，评估单独热
疗条件下的作用。结果表明CHO -K1细胞株存在可重复性的量效曲线（即增加温度存活率下降），45°C时培养
60分钟其存活率只有1.5%（P ＜0.01）。A549细胞株仅在最高温度时有效，而NCI-H28细胞株在45°C培养60分
钟存活率只轻度降低到65%（P ＜0.01）。直接比较两种评估方法时发现，MTS评估未能检测到组间差别，因此
在随后的试验中停止使用。随后将热疗限于生理极限温度42°C，并加入化疗药物进行评估。根据此前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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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代动力学研究结果，顺铂胸腔灌注最大组织/血液水平为200 ng/ml选择剂量（认为能更准确地反映实际肿瘤
水平）。在42°C条件下培养60分钟时单独顺铂化疗可使NCI-H28、NCI-H2052和MSTO-211H细胞株克隆形成
能力分别降至26%、16.4%和13.6%（P ＜0.01）。然而这一结果与单独顺铂化疗控制组相比，则存在进一步降低
29.6%、33.8%和34.2%。因此，这一效果主要应归因于化疗而非热疗。顺铂/吉西他滨联合以及顺铂/培美曲塞联
合化疗的疗效更强，顺铂/吉西他滨联合化疗可使NCI-H28、NCI-H2052和MSTO-211H细胞株的生存能力分别
降至9.6%、0%和0%（P ＜0.01）
（热疗对3种细胞株的生存能力降低值分别为16.5%、0%和0%）。顺铂/培美曲塞
联合化疗的结果与之相同。
结论：使用两种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在胸膜腔内化疗中最有效。所有间皮瘤细胞株均未显示对热疗特殊敏感。单
独热疗或与化疗合用最多只能产生轻度影响，不支持其目前的临床应用。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 496-504)

食管腺癌基因表达谱可预测切除术后生存期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in 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predict survival
after resection
Arjun Pennathur, Liqiang Xi, Virginia R. Litle, William E. Gooding, Alyssa Krasinskas,
Rodney J. Landreneau, Tony E. Godfrey, James D. Luketich

程世钊 译 张逊 校

目的：西方人口中的食管腺癌发病率迅速增加。即使采用积极治疗，此类患者食管切除术后生存率也并不理想。
本研究旨在评估食管腺癌基因表达谱，并确定其与食管切除术后生存期的相关性。
方法：本项前瞻性研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资助，评价食管腺癌患者基因表达对食管
切除术后的预后意义。使用高通量寡核苷酸微阵列方法分析肿瘤组织基因表达。使用截尾强度和Cox回归方法
分析基因表达与总生存率的关系。使用半监督方法构建主成分基因标志。通过进行100次10折交叉验证，生成交
叉验证危险评分。
结果：我们评 价了6 4例接受食管 切除术治疗的食管腺癌患者的基因表 达。中位总生存期为27个月（95%可信
区间下限为22个月）。过滤后，10 214 个探针组可用于生存分析。截 尾强度统计（0.318）显示，这些探针组与
总生存率显著相关。根据构建的基因标志，将患者分为高危和低危组。高危组患者预测中位生存期为19个月，
而低危组患者中位生存期未及（P ＜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基因标志为预后相关独立因素（风险比：2.22，

P =0.04）。
结论：整体基因表达水平与食管切除术后总生存率显著相关。此外，单个基因可组成具有较强预测作用、内部交
叉验证有效的基因标志群用于分析预后。如果能得到进一步的验证，这些结果将会对食管腺癌辅助和新辅助治
疗的临床试验产生直接帮助。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 50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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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血管病（摘要）

使用心包组织瓣膜与机械瓣对年龄小于60岁的患者
进行主动脉瓣置换的10年结果比较
Ten-year comparison of pericardial tissue valves versus mechanical prostheses
fo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in patients younger than 60 years of age
Alberto Weber, Hassan Noureddine, Lars Englberger, Florian Dick, Brigitta Gahl, Thierry Aymard,
Martin Czerny, Hendrik Tevaearai, Mario Stalder, Thierry Pierre Carrel

梁宜武 译 刘苏 校
目的：应用生物组织瓣膜对年龄小于60岁的患者进行主动脉瓣置换目前仍有争议，此年龄段人群的长期生存率、
长期随访中预期的事件发生率和瓣膜相关并发症仍不明确。
方法：自2000年1月至2009年12月，对所有年龄低于60岁，接受主动脉瓣生物瓣置换患者的总生存率、与瓣膜相
关事件和超声心动图显示的转归进行了分析。选取接受Perimount Car pentier-Edwards心包组织瓣膜置换的患
者（103例），与倾向性得分匹配、接受双叶机械瓣置换的患者（103例）进行对比。平均随访33±24个月（2~120个
月）。置换时的平均年龄为50.6±8.8岁。
（生物瓣组为55±8.9岁，机械瓣膜组为50±8.6岁，P =0.03）。
结果：接受生物瓣置换的患者生存率显著降低（90.3% vs. 98%，P =0.038）。两组未发生瓣膜相关并发症（生物瓣组
54.5%，机械瓣组51.6%；P =NS）和未再次手术（生物瓣组100%， 机械瓣组98%；P =NS）的情况相当。平均跨瓣压差
（11.2±4.2 mm Hg vs. 10.5±6.0 mm Hg，P =0.05）与最大跨瓣压差（19.9±6.7 mm Hg vs. 16.7±8.0 mm Hg，P =0.03）
生物瓣组大于机械瓣组。机械瓣置换术后左室质量指数恢复更显著（118.5±24.9 g/m 2 vs. 126.5±38.5 g/m 2，P =NS），
随访期间的超声心动图资料显示，生物瓣组的患者-瓣膜不匹配较机械瓣组更严重（0.876±0.2 cm 2/m 2 vs. 1.11±0.4
cm 2/m 2，P =0.01）。口服抗凝药物对于生物瓣组患者的生存是一种保护因素（P =0.024）。
结论：在我们目前数量有限、低于60岁的患者队列中，生物瓣置换患者的中期生存率低于机械瓣置换者。尽管两组
间瓣膜相关事件的发生率相似，但机械瓣组的血流动力学更好，口服抗凝剂的保护作用似乎可改善患者的转归。
对于年龄较小的患者，不应认为经导管行瓣中瓣介入治疗是组织瓣膜退化的唯一补救策略，因为没有证据表明那
样可以改善患者的转归。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1075-1083)

外科心房颤动治疗中右心房射频消融不能提高完全左心房消融的成功率
但增加手术的死亡率
Right atrial lesions do not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a complete left atrial lesion set i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but they do increase procedural morbidity
Lori K. Soni, Sophia R. Cedola, Jacob Cogan, Jeffrey Jiang, Jonathan Yang, Hiroo Takayama, Michael Argenziano

朱达 译 张尔永 校

目的：有学者认为，在心房颤动的外科治疗中，双心房消融优于单纯左心房消融，我们要分析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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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我们回顾性地分析了2007~2011年间的305名连续患者，复律成功定义为间隔3个月的12导联心电图示未发
生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或房扑。射频消融方式包括肺静脉隔离（pulmonary vein isolation，PVI）、
左心房广泛消融[PVI+二尖瓣（mitral valve，MV）瓣环±左心耳（left atrial appendage，LAA）消融 ]或双心房
广泛消融（右心房射频消融+PVI+MV±LAA消融）。
结 果：P V I 、左心房广 泛 消 融 和 双 心房广 泛 消 融 的成 功 率 分别 是：术后3 个月时，5 6 .7 % 、74 .7 % 和 7 9. 4 %
（P = 0 . 0 0 3）；术后 6 个月时，5 6 . 9 % 、7 2 . 9 % 和 74 . 6 %（P = 0 . 0 2）；术后 9 个月时，5 4 . 6 % 、7 2 . 5 % 和 8 3 . 3 %
（P <0.001）；术后12个月时，52.6%、76.1%和80.0%（P <0.001）。双心房消融后起搏器的植入率高于左心房消
融（16.5% vs. 7.5%，P = 0.02）。当我们根据左心房消融情况（PV I、PV I+M V、PV I+M V+LA A）对患者进行分
组（不管是否进行右心房消融）时，3组的成功率分别为：术后3个月时，57.9%、71.1%和87.8%（P <0.01）；术后
6个月时，58.1%、71.6%和77.6%（P = 0.03）；术后9个月时，55.9%、71.3%和89.6%（P <0.01）；术后12个月时，
54.1%、74.7%和83.7%（P <0.01）。
结论：PV I的复律成功率低于左心房广泛消融。在左心房广泛消融的基础上行右心房消融并不能改善射频消融
的疗效，反而会提高因窦房结功能失常而植入起搏器的发生率。在包括PVI+MV消融的方案中加用LAA消融有
可能增加疗效。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 356-363)

2012主动脉论坛会议（摘要）

主动脉瓣修复的原则
Principles of aortic valve repair
Gebrine El Khoury, Laurent de Kerchove

丛壮壮 译 景华 校
在过去的15年中，几项重要的进步使主动脉瓣修复术治疗单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从一项罕见的技术变为一种
切实可行并很有吸引力的方案。这些进步包括：对于瓣膜的功能性解剖及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病理生理机制有了
进一步了解；重建主动脉根部的几何关系及瓣膜对合手术技术的发展；外科相关术语的进展，这些术语用于描述
病变、讨论修复技术、比较瓣膜修复术后短期及长期的结果等。本篇文章希望从功能性解剖、瓣膜修复的外科技
术及存活率等角度，描述动脉瓣膜修复的主要原则。并且通过二尖瓣修复术类推，我们讨论的主动脉瓣修复术不
仅包括瓣叶的修复，还有保留瓣膜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手术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功能性主动脉瓣环稳定术。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 S26-S29)

二叶式主动脉瓣重建中应用瓣环支持的早期疗效
Early results with annular support in reconstruction of the bicuspid aortic valve
Diana Aicher, Ulrich Schneider, Wolfram Schmied, Takashi Kunihara, Masato Tochii, Hans-Joachim Schäfers

丛壮壮 译 景华 校
目的：二叶式主动脉瓣修复术常在主动脉瓣反流和动脉瘤患者中实施。房室交界区的扩张是手术失败的一个风险
因素，我们使用缝合瓣环成形术来纠正扩大的房室交界区。本文的目的在于观察动脉修复手术时伴或不伴瓣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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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术对早期疗效的影响。
方法：自1995年11月至2012年1月，共559例患者接受二叶式主动脉瓣修复术治疗，其中389例患者患有持续性主动
脉反流，158例患者患有动脉瘤，12例患者患有急性夹层动脉瘤。主动脉瓣反流且动脉内径不变者（n=208例）行单
纯性瓣膜修复术（主动脉瓣修复术），患有动脉瘤且主动脉根部大小不变者（n=116例）行窦管交界区的重建加瓣
膜修复术。扩张累及到主动脉根部的患者（n=235例）行主动脉根部重建术。其中193例患者有房室交界区的扩张
（>27 mm），我们通过瓣环成形术将其纠正。
结果：院内死亡率为0.5%（n=3例），2例患者需要安装起搏器。对于复发主动脉反流（n=54例）或者狭窄（n=2例）的
患者，有必要再次手术。82%的患者10年内不需要再次手术，但是，相对于另外两项手术，单纯瓣膜修复的患者10年内
再次手术的比例较高（70%，P =0.007）。瓣环成形术可增加单纯瓣膜修复术后3年内不需再次手术患者比例（84%增至
92%，P =0.07）。在所有分组中，行瓣环成形术但无三尖瓣反流（主动脉瓣功能完整）或仅有三尖瓣反流的患者比例显
著增多。
结论：在多数患者中，保留二叶式主动脉瓣是可行的，且修复后的瓣膜的长期稳定性好。房室交界区扩大的不良影
响可以通过瓣环成形术予以纠正。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 S30-S34)

杂交手术治疗主动脉弓动脉瘤的术后及中期结果
Hybrid approaches in the treatment of aortic arch aneurysms:
Postoperative and midterm outcomes
Joseph Bavaria, PrashanthVallabhajosyula, Patrick Moeller,
Wilson Szeto, Nimesh Desai, Alberto Pochettino

丛壮壮 译 景华 校

目的：将开放性手术和血管腔内技术相结合已经成为治疗主动脉弓动脉瘤的一种安全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在治
疗有严重共病的老年患者中十分重要。本文将阐述本机构进行的动脉瘤杂交治疗方法及中期疗效。
方法：自2005年至今，685例患者进行了腔内血管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repair，TEVAR），104例患者接
受杂交修复（开放手术合并血管内治疗）。其中，47例患者接受伴或不伴近端升主动脉瘤的主动脉弓动脉瘤治疗。
所有患者行胸骨正中切开术，进行主动脉弓血管去分支术，合并顺行伴或不伴逆行TEVAR支架置入术。资料来源
于一个前瞻性研究的数据库。
结果：28例患者进行Ⅰ型修复，8例患者进行Ⅱ型修复，11例患者进行Ⅲ型主动脉弓杂交修复。进行Ⅲ型修复的患者在
分析时被排除。在主动脉弓去分支化后支架放置率为100%。平均年龄为71±8岁。其中14%的患者行再次开胸手术。平
均体外循环时间为215±64 min，主动脉阻断时间为70±55 min，停循环时间为19±10 min。瘫痪率为5.5%（n=2例），
休克率8%（n=3例）。住院死亡率8%（n=3例），术后没有内漏发生。住院时间为17.2±14天。中位随访时间为30±21个
月。患者1、3、5年的全因死亡豁免率分别为71%、60%和48%。主动脉再次手术率为2.7%（n=1例）。在最近的随访中，
无1例患者发生Ⅰ型或Ⅲ型内漏。
结论：杂交手术治疗主动脉弓动脉瘤在一组有明显共病的老年患者中，已被安全应用并取得较好的中期疗效。手
术后并无Ⅰ型或Ⅲ型内漏发生，这意味着在主动脉瘤手术领域的新的技术进步。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 S85-S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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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支架置入失败后的再干预
Reintervention for endograft failures after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Wilson Y. Szeto, Nimesh D. Desai, Patrick Moeller, G. William Moser, Edward Y. Woo, Ronald M. Fairman,
Alberto Pochettino, Joseph E. Bavaria

丛壮壮 译 景华 校
目的：胸主动脉腔内修复（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已经成为一种治疗不同病因的胸主动脉
疾病的有效方法。然而，支架置入失败仍然是本手术的一个难题及挑战。本文将阐述关于支架置入失败及失败后
腔内或开放手术再干预的经验。
方法：自2000年1月至2012年1月，共680例患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通过回顾其数据，与
后期疗效及随访结果相比较。
结果：680例患者的随访过程中，有73例（11.7%）患者共进行80次手术再干预。指导TEVAR的适应证包括：行腔内手
术的胸主动脉瘤患者381例；A型主动脉夹层通过冰冻象鼻技术（frozen elephant trunk）进行治疗者52例；B型动脉夹
层者111例；杂交主动脉弓修复者46例；外伤后横断者37例；感染者10例；穿透性动脉硬化性溃疡者25例；其他患者18
例。从TEVAR到再干预的中位间隔时间为210天，支架置入失败包括：内漏45例；近端主动脉事件11例；远端主动脉事
件15例；支架感染3例；其他6例。共60例患者进行了80次腔内再干预，20例行开胸手术治疗。30天死亡率为8.7%（7/80
次）。在随访过程中，有10例后期死亡。患者的1、5、7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1%、60%和52%。支架置入失败后再干预的
患者中期生存率与不需要再干预的患者相似（P =0.31）。
结论：支架置入术后失败的患者行再干预治疗的疗效是可以接受的。接受再干预的患者其中期生存与未发生支架
置入失败的患者相似。因此，我们强烈建议对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行再干预手术。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5: S165-S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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