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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综述

贫血在心脏手术中的意义和治疗策略：研究现状

在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期

死亡风险（表1）。

间和CPB之后，氧供减少会对患者治疗结果产生不良

Z i n d r o u 及 其 同 事 [6]对 2 0 5 9 例 接 受 单 纯 冠 状 动

影响。如何平衡贫血、输注红细胞（red blood cell，

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RBC）、应用抗纤维蛋白溶解药物以及再次开胸止

CABG）患者进行的观察性研究发现，术前血红蛋白

血各自的相关并发症，经常难以抉择采用何种措施。

水平≤10 g /dl的患者院内死亡率比血红蛋白水平＞

临床医师应尽可能权衡上述因素，将患者风险降至最

10 g/dl的患者高5倍。多变量分析证实了这一结果，

低。由于全球范围内的临床实际情况存在相当大的差

但该研究未考虑RBC输注这一混杂因素，结果可能

异，关于如何确定输血和再次开胸止血指征，以及用

存在偏倚。

药策略均存在不确定性 [1,2] 。因此，为了深入了解这

同样，来自荷兰国家统计局的van Straten及其同
[5]

一问题以指导外科实践，本文拟对现有的关于术前及

事 对10 626例CABG患者进行了观察性研究。结果

术中贫血、输血、止血措施与心脏手术后不良结果相

显示，术前贫血（根据WHO定义）是增加术后早期

关性的文献进行了总结。

（＜30天）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术前贫血程度
越严重，患者远期死亡率越高。术前血红蛋白水平

术前贫血及预后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将贫血定义为：男性血红蛋白低于13 g/dl、
女性血红蛋白低于12 g/dl。根据此定义，则心脏
手术患者术前贫血的患病率约为16%～54%，其中
5.5%为重度贫血（血红蛋白＜10 g/dl） [3-5] 。血红
蛋白水平较低的患者对终末器官缺血更为敏感，然
而CPB时的需氧量差异很大，因此患者所需要的血
红蛋白水平也不明确。但一些大样本观察性研究提
示，术前贫血会增加患者CPB后非心脏性并发症及

≥14.5 g/dl的男性或≥13.5 g/dl的女性中，8年生存率为
88%；而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2 g/dl的男性和＜11 g/dl
的女性中，8年生存率仅为55%。该研究也未考虑术中
贫血或RBC输注等因素的影响。
为消除输血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Ranucci及
其同事 [7]对3003例接受单纯CABG，但围术期未接受
RBC输注的连续患者进行了回顾，结果发现术前贫
血与术后死亡无相关性。然而研究者发现，术前血
细胞比容（hematocrit，HCT）≤33%的患者发生严
重并发症的危险比HCT≥42%的患者高出5倍（未校
正）。校正危险因素后的结果显示，术前HCT和CPB
时的HCT最低值与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肾功能不
全、卒中及二次手术均存在相关性。
其他几项研究也明确了术前贫血和术后并发症
之间的相关性。Kulier及其同事 [4] 进行的一项多中心
观察性研究发现，术前贫血 (血红蛋白水平＜13 g/dl)
与神经系统、肾脏和胃肠道并发症的增加相关。该研
究还发现，尽管术前RBC输注与心脏并发症相关，
但贫血并未增加心脏并发症的发生风险。De Santo及
其同事 [8]对1214例心脏手术患者进行的研究发现，术
前贫血是术后肾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Karkouti
及其同事 [9]在一项纳入3500例连续心脏手术患者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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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性原因导致的贫血（如隐匿性胃肠道出血）。术

缩写及缩略词
CABG
CPB
EPO
FFP
HCT
HIF
NOS
RBC

=
=
=
=
=
=
=
=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体外循环
促红细胞生成素
冷冻血浆
血细胞比容
低氧诱导因子
一氧化氮合酶
红细胞

前应尽可能纠正贫血。容量超负荷患者需要充分利
尿，并补充铁剂。择期手术患者应推迟手术至少两
周，以优化术前血红蛋白水平。
既往研究显示，贫血患者心脏手术前数日内可
应用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促进
RBC生成 [13] 。但是，尽管重组EPO可以增加RBC数
量，却不能减少心脏手术患者的RBC输注需求[14]，而
且一些学者担心EPO与特定人群不良结果相关 [15,16]。

究中，评估了术前贫血（血红蛋白水平＜12 g/dl）

EPO还可能引起慢性肾病患者的贫血纠正过度，以

与死亡、卒中和急性肾功能不全构成的复合终点之

及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17,18]。其他副作用包括加重

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术前贫血患者校正后的复

高血压及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 [19]。

合 终 点 优 势 比 为 1 . 8 。 K a z m i e r s k i 及 其 同 事 [10]研 究

此外，在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2011年更新的血液

了术前贫血与术后谵妄发生率（16%）的关系。谵

保护指南中，针对高危心脏手术患者推荐了一些降低

妄的诊断标准参考《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

出血风险的策略 [13]。这些策略适用于术前贫血患者，

版》，由两位精神科医师独立进行评估。校正各种

本文无法对全部策略进行介绍，但以下重点内容需要

危险因素后，结果显示术前贫血是术后谵妄的独立

加以强调。例如，尽可能避免使用抑制血小板P2Y12

危险因素。

受体的药物（如氯吡格雷、噻氯匹定、普拉格雷和

术前贫血和术后不良事件的相关性不仅限于心

替卡格雷）。血小板功能障碍患者可考虑术前应用

脏手术。Musallam及其同事 [11] 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去氨加压素。如果计划输注血小板或新鲜冷冻血浆

对227 425例接受不同普通外科手术和血管外科手

（fresh-frozen plasma，FFP），则需要权衡输注血

术患者（来自美国外科医师学会的全国外科质量改

液制品的利与弊。浓缩凝血因子Ⅸ有助于治疗B型

进计划数据库）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即

血友病，或预防性用于基线时贫血的耶和华见证会

使轻度贫血（女性HCT：29%～36%；男性HCT：

（ J e h o v a h ' s Wi t n e s s e s ， 规 定 信 徒 不 能 输 血 ） 患

29%～39%）也会显著增加术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者 [20]。 随 后 的 章 节 将 进 一 步 详 细 讨 论 R B C 输 注 的

与非贫血患者相比，贫血患者的校正死亡率高出

风险和获益。

42%，校正复合并发症发生率高出35%。Beattie及其

术中贫血及预后

同事 [12] 在7759例非心脏手术患者中进行的回顾性分
析发现，39%的贫血（血红蛋白水平＜12 g/dl）患病
率与死亡风险升高2.3倍相关。

术中贫血可能与以下因素相关：CPB预充量、应

因此，术前贫血患者在接受心脏手术或非心脏

用晶体液，以及因手术技术或凝血功能障碍造成的

手术后的死亡和并发症发生风险均增加，且术前贫

出血。研究人员证实，CPB中的谷值HCT与术后不

血严重程度与风险的增加幅度成正比。目前很难明

良预后相关。Habib及其同事 [21]发现，术中谷值HCT

确术前、术中和术后贫血，以及RBC输注和贫血治

＜22%的患者，术后死亡及并发症发生率升高。多元

疗对上述风险的影响，然而还是应该对术前贫血患

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果，但是该研究未考虑

者提高警惕，因为这些患者存在较高风险的术后不

输注RBC对结果造成的影响。他们随后又对1760例

良结果。

单纯CABG患者进行了研究，并对输注RBC因素进行
了校正，发现术中HCT＜24%增加术后发生肾功能不

术前贫血的处理
如何在不输血的情况下实现术前贫血的最佳治

风险。

疗？目前有两种途径：优化血红蛋白水平，或者避免

Ranucci及其同事 [7] 在未输血的心脏手术患者中

出血的危险因素。对于前一种途径，需要排除和治疗

进行的研究显示，CPB中的谷值HCT是术后严重并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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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风险 [22]。CPB时间延长及术中输血均会增加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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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1年后随访发现，低HCT组的精神运动发展评估

表1 术前贫血对术后预后影响的研究
研究
等[6]
[3]

等

等[5]
等[7]

设计

n

观察性研究

2059

增加死亡率

观察性研究

2688

增加输血需求、重症 监护
室停留时间延长、增加死
亡率

观察性研究
观察性研究

[9]

等
等[4]

等[8]
等[10]

影响

指数（Psychomotor Development Index）评分更低。
两组死亡率相似。

10 626 增加死亡率
3003 机械通气时间延长、肾功能
不全、卒中或再次手术

Swaminathan及其同事 [25]发现，CPB中HCT谷值
与较高的血清肌酐峰值变化及术后肌酐峰值相关。其
他影响术后血清肌酐水平变化的因素包括术前血清肌
酐水平较高、术前低HCT状态和RBC输注。
Karkouti及其同事[26]在超过10 000例接受CPB的心

观察性研究

3500

增加院内死亡率、卒中或急
性肾损伤

观察性研究

5065

神经系统、肾脏和胃肠道并
发症

观察性研究

1214

术后肾功能不全

中的患者（23±5.0 g/dl）。校正危险因素后的结果

观察性研究

563

术后谵妄

显示，HCT谷值每降低1%，术后卒中风险升高10%

脏手术患者中调查分析了CPB中HCT谷值对术后卒中
的影响。术后卒中发生率为1.0%（n=110/10 949）。
卒中患者的谷值HCT（21±3.0 g/dl）低于未发生卒

（P =0.002）。RBC输注也是卒中的危险因素[26]。
并非所有研究都显示术中贫血与患者不良结
症的危险因素，但并非死亡的危险因素。Defoe及其
同事 [23]进行的一项纳入6980例单纯CABG患者的区域
性观察研究显示，CPB中的谷值HCT是院内死亡、
术中或术后置入主动脉内球囊反搏以及再次CPB的
危险因素。HCT＜19%患者的校正后死亡率约为谷值
HCT≥25%患者的2倍（3.9% vs. 1.6%；P <0.001）。
Jonas及其同事

[24]

果相关。von Heymann及其同事 [27] 将54例接受常温
CPB的患者随机按平均HCT分为20%或25%两组。
结果显示，低HCT组与高HCT组氧供水平相似：分
别为647±200 ml/m 2 /min 和760±180 ml/m 2 /min。
耗氧量、血清乳酸水平、心脏指数、血管加压药物
的需求及并发症（包括卒中、肾衰竭和呼吸衰竭）
等指标也均无显著差异。Berger及其同事 [28] 进行的

进行的一项随机试验中，将

一项随机研究中，将患者按HCT范围分为19%~21%

接受CPB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随机分配到低HCT组

（n=23）和24%~26%（n=24）两组。结果显示两组

（22%±2.9%，n=74）和高HCT组（27.8%±3.2%，

患者的胃肠道粘膜通透性和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水

n=73）。意向治疗分析结果显示，低HCT组患者更

平相似。然而上述两项研究的统计效力均不足以发

易发生心功能不全、血清乳酸水平升高和体内水潴

现这些结果的差异。

表2 术中贫血对术后结果影响的研究
设计

n

影响

等[21]

观察性研究

5000

增加死亡率以及呼吸系统、神经系统、肾脏和心脏并发症

等[22]

观察性研究

1760

增加肾损伤

观察性研究

3003

严重并发症：机械通气时间延长、再次手术、纵隔炎、肾功能不全、

归类

[7]

等

卒中
[23]

等

观察性研究

6980

死亡、低输出量性心力衰竭

等[24]

随机对照研究

147

降低心脏指数和精神运动发展评估指数；增加血清乳酸水平和体

观察性研究

1404

肾功能不全

观察性研究

10 949

观察性研究

617

增加卒中风险

随机对照研究

54

氧供和并发症发生率相似

随机对照研究

47

胃肠道通透性和炎性反应相似

内水潴留
等[25]
等[26]
等[58]
等[27]
等[28]

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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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但均未降低死亡、卒中、心肌梗死或肾衰竭的发

呼吸衰竭

生率。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血液保护技术被用于减少心
脏手术期间的失血量和RBC使用。例如，已有数项研
究显示超滤技术可减少术后输血、液体超负荷和肺损

百分比

肾脏并发症

伤 [34-37]；然而这些方法均未降低患者死亡率。此外，

心功能障碍

Wang及其同事 [38] 进行的另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对来

死亡

自31项随机试验的2282例患者进行了回顾，结果发
现术中RBC回收可以减少RBC输注，但并未降低术

卒中

后死亡率或并发症的发生率。尽管在特定高危人群
中进行药物治疗和血液回收可以减少失血，但并不
血细胞比容（%）

图1 术中贫血对术后死亡率和并发症的影响总结。各
类并发症数据来源如下：呼吸衰竭：Habib及其同事，
2003 [21]，术中HCT对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的影响。心
脏并发症：(1) Habib及其同事，2003[21]，术中HCT对术
后心脏骤停、心力衰竭及应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影响的
平均值；(2) Defoe及其同事，2001[23]，术中HCT对术后
IABP、再次转为CPB影响的平均值。肾脏并发症：(1)
Habib及其同事，2005[22]，术中HCT对术后急性肾衰竭的
影响；(2) Habib及其同事，2003[21]，术中HCT对术后急性
肾衰竭的影响。卒中：(1) Habib及其同事，2003[21]，术中
HCT值对术后卒中的影响；(2) Karkouti及其同事 [26]，术
中HCT值对术后卒中的影响。死亡：(1) Habib及其同事，
2003[21]，术中HCT值对术中死亡的影响；(2) DeFoe及其
同事，2001[23]，术中HCT值对术中死亡的影响。

总是会改善预后。实际上，某些药物（如抑肽酶）
引起不良结果的风险可能大于减少失血量和输血需
求产生的获益。
此外，接受CPB的患者可能出现凝血功能障
碍 ， 进 一 步 加 重 贫 血 。 M c G r a t h 及 其 同 事 [39]在
3 2 2 9 8 例 心脏手术患者中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观察
性研究中发现，校正RBC输注因素后，输注血小板
并不会增加死亡和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而倾向性匹
配队列分析显示，输注血小板实际上会降低神经系
统、感染及复合终点并发症的发生率。Karkouti及
其同事 [40] 在对多伦多大学11 459例心脏手术患者的
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Spiess及其同事 [41] 进行
的一项小样本研究却显示，输注血小板会增加术后

现有证据支持术中贫血与神经、肾脏、心脏及呼吸
系统不良结果相关的见解。较低的HCT谷值与住院时间
延长相关，并可能增加死亡风险（表2）。总结既往研
究数据发现，HCT为20%～24%时可被视为拐点，低于
此范围则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增加（图1）。

并发症风险（未校正RBC输注因素）。因此，如果
术中出现持续性微血管出血，则需要使用血小板。
但并不提倡预防性应用血小板，因为既往研究并未
证实这一举措对患者有益 [42,43] 。
血小板血浆置换是一个不错的替代方案，但这一
方案的实施需要大量专业知识且效果存在争议[13,44-47]。
预防性应用FFP不能减少失血，且有使患者暴露于相

术中贫血的处理
预防或纠正接受心脏手术患者术中贫血的方法包

关并发症的风险 [48-50]。另一方面，如果CPB结束时国

括：抗纤维蛋白溶解治疗、术中血液回收、超滤和输

际标准化比值升高，同时存在顽固性出血的临床证

注RBC。如果贫血导致心脏手术后不良结果，则上述

据，则可以输注FFP。因此，当出现明显的凝血功能

方法可以降低死亡和并发症风险。但也有研究显示，

障碍性出血时，正确使用成分输血方案纠正术中凝血

上述许多方法会增加患者发生并发症的风险。

功能障碍可以预防贫血加重。

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2011年更新的血液保护指南
中，已将心脏手术中使用赖氨酸类似物列为I类推荐[13]。

术后贫血及结果

抗纤维蛋白溶解治疗可以减少心脏手术患者的术中失
血量和RBC输注 [29]。6-氨基己酸和氨甲环酸是最常用

心脏手术或非心脏大手术后，患者首先会处于

的药物；由于安全性欠佳，抑肽酶已不推荐用于成人

应激反应和各种组织灌注不足的状态，随后才会进

[33]

进行的一项荟萃分

入组织自愈和修复期。尽管在这个时期的氧供需水

析显示，前述3种药物在降低RBC使用量方面效果相

平难以预测，但此时期患者可以很好地耐受贫血，

心脏手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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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考虑到输血的不良反应，则不输血将是更
好的选择

[51-54]

。为了明确术后贫血对未输血患者的影

响，Carson及其同事

[55]

用现状与术前类似，已在“术前贫血的处理”章节
进行了讨论。

对300例接受心脏或非心脏手

术、存在心血管疾病的耶和华见证会患者进行了研

贫血相关损伤和细胞适应性

究。结果发现，较低的血红蛋白水平增加死亡和严
重并发症的风险。另一项与之相似的针对术后耶和

如果不加以干预，贫血会降低细胞氧供、加重酸

华见证会患者进行的研究则显示 [56] ，术后血红蛋白

中毒、造成钙平衡紊乱，从而最终激活细胞凋亡及

＜8.0 g/dl的患者中，血红蛋白每降低1 g则死亡风

坏死通路 [61] 。但是细胞具备很强的对抗贫血影响的

险增高2倍。

能力，这一作用是通过激活低氧诱导因子（hypoxia[57]

对2553例CABG患者

inducible factor，HIF）1-α蛋白（细胞低氧应答最

进行的研究发现，44%的患者术后贫血持续超过50

主要的调节因子）实现的 [62] 。HIF1-α可以上调一系

天，且贫血状态增加术后心脏不良事件风险。此

列与氧供和细胞存活相关酶类的水平，包括EPO、

外，血红蛋白水平每降低1 mg/dl，则心血管事件增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加13%、全因死亡风险增加22%。该研究的多变量

synthase，NOS）、葡萄糖转运蛋白-1以及血红素加

分析模型中，对术前血红蛋白水平和输血因素进行

氧酶-1等 [63]。NOS作为HIF介导抗贫血反应中关键的

了校正，但并未对术中HCT谷值进行校正。一项由

效应器，受到了很大关注。通过合成一氧化氮，NOS

We s t e n b r i n k 及 其 同 事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 Hopkins Hospital）研究
者 [58] 进行的研究，共纳入689例任何类型需CPB的心

可以发挥扩张血管、抗氧化和抗炎功效。缺乏神经元
NOS的小鼠发生贫血时，由于无法平衡HIF1-α蛋白

脏手术患者，在对输注RBC因素校正后，发现CPB

的生产，死亡率高于野生型小鼠[64]。Hare及其同事[65]

后HCT值与术后卒中风险相关。该研究同样未在多

发现，将大鼠血红蛋白稀释到5 g/dl时，由于神经元

变量分析中考虑HCT谷值对结果的影响，但对术前
血红蛋白水平因素进行了校正。
Ranucci及其同事 [59]对172例未输血的心脏手术患
者进行的观察性研究发现，术后血红蛋白＜10 g/dl的
患者6分钟步行检测发现，其表现差于血红蛋白水平
较高者。但经过康复训练后，这一差异在无需输注
RBC的情况下也会消失。根据有限的观察性研究数
据，术后血红蛋白水平与不良事件风险的增加独立相
关。尽管既往绝大多数研究对输注RBC因素进行了校
正，但由于这些研究并未对心脏手术全过程的贫血范
围（包括术前贫血和术中HCT谷值）进行校正，因此
难以对结果进行合理的解读。

NOS RNA迅速增加，脑血流量也相应代偿性增加。
同样，McLaren及其同事 [66]也发现，当通过血液稀释
造成大鼠贫血后，其大脑皮质及神经元NOS蛋白水平
相应增加。考虑到输注RBC相关的不良反应，进一步
了解细胞对贫血反应的相关分子机制至关重要。通过
制定敏感性标记物，可以发现细胞失代偿，从而制定
更加适合患者的输血方案。

输血相关损伤及风险-效益分析
关于输血方式和推荐的讨论已经持续了约60
年。输血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提高氧供和改善疗
效、安全的危重患者标准疗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

术后贫血的处理
如何有效的处理术后贫血？尽管随后将详细讨

表明，输血虽然可以使一些患者获益，却可能使一

论RBC输注的风险与获益，很显然，患者可以在不

些患者的结局恶化。在大部分医院，心脏手术患者

输血的情况下耐受一定程度的贫血。目前有一些安

用血量相当大。Hung及其同事 [3] 最近报告的一项研

全的防止贫血恶化的策略。必须避免血液稀释，且

究发现，术前贫血患者围术期需要输血的风险升高3

患者需充分利尿。应限制不必要的抽血。如果有明

倍，且医疗费用更高。因此很有必要评估输血对接

确的出血证据，应进行凝血功能检查并对异常结果

受CPB患者的影响。Hajjar及其同事 [51] 将257例患者

加以纠正。术后渗血且同时进行二次开胸手术止血

随机分入积极输血组（HCT＜30%即输血），249例

[60]

。因

分入保守输血组（HCT＜24%才输血）。积极输血

此不应过分夸大术中止血的重要性。术后EPO的应

组有78%的患者接受RBC输注，而保守组仅为47%。

所引起的贫血，则会显著增加并发症发生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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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术后30天全因死亡率及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相

输注的
红细胞单位

似（尽管保守组有更高的生存率趋势）。然而，无
的独立危险因素。
克利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在接受单
纯CABG患者中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围术期每增

生存率（%）

论采用何种输血策略，输血量增加都是临床并发症

加1个单位的RBC输注，都会显著增加风险校正后的
近、远期死亡率（图2） [67] 。在另一项纳入11 963例
单纯CABG患者的研究中，对输血或未输血患者各种
特性进行风险校正后发现，RBC输注会增加所有术后

时间（年）

并发症（死亡、肾衰竭、机械通气时间延长、严重感

图2 根 据 输 注 R B C 单 位 数 量 分 层 的 单 纯 C A B G 术 后 生
存率。围术期RBC输注量越大，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越
低 [67] 。实线 为生存率、虚线 范围内为68%可信限。

染、心脏并发症及神经系统事件）发生风险，且呈剂
量依赖性（图3）[68]。
在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7321例患者在术前、
术后6个月和12个月接受了Duke活动状态指数调查，
以评估围术期输血对功能状态的影响 [69]。结果显示，
输血患者每多输入1个单位RBC都会使功能状态恶
化。Surgenor及其同事 [70]对8004例接受CPB的连续患
者进行的评估发现，高龄、低体重及术前合并症较多
的患者更有可能接受输血 [70]。多变量分析显示，输注

合征和二次气管插管。
几种因素被认为与输注RBC导致不良结果相关。
输血相关肺损伤、输血相关循环超负荷、免疫调节等
是比较明确的因素 [74-79]。RBC保存时间过长是RBC输
注对临床不良结果影响的另一个可能因素 [80-82]。
RBC保存时间过长将造成2,3-二磷酸甘油酸降

RBC和贫血都是低输出量性心力衰竭的独立危险因

解、pH值降低，以及钾离子、游离血红蛋白和乳酸

素。与未输血患者相比，术中输注1或2个单位RBC的

含量的升高[83]。保存时间过长将导致RBC结构改变，

患者心力衰竭的风险增加27%。

影响RBC变形能力和代谢功能，这一系列改变被称为

Furnary及其同事 [71] 对来自一个前瞻性多中心数
据库的15 174例心脏手术患者进行了分析，结果发
现，与未输注RBC患者相比，接受5个单位RBC输

“保存损伤”。RBC制品发生这些改变可能引起输血
相关并发症 [84-86]。Sweeney及其同事 [87]最近进行的一
项实验室研究发现，RBC保存时间过长将产生RBC-

注患者的肾衰竭风险高出了4倍。多变量分析显示，
RBC输注是急性肾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
校正后
未校正

既往研究还发现，输注RBC与心律失常、感染、
呼吸系统并发症相关。一项纳入5841例心脏手术患者

死亡

的研究发现，重症监护患者输注RBC增加新发心房颤
动的风险（46% vs. 38%） [72]。Chelemer及其同事 [73]

肾脏

进行的一项队列研究发现，输注RBC增加细菌性感染

插管

风险，且呈剂量依赖性：未输注RBC、输注1或2个单
位、输注3～5个单位和输注6个单位以上患者中的感
染发生率分别为4.8%、15%、22%和29%。Banbury
及其同事

[48]

进行的一项纳入15 592例患者的大样本观

察性研究显示，输注RBC增加菌血症或败血症，以及
浅表和深部胸骨伤口感染风险（校正后）。Koch及
其同事

[50]

衰竭、插管（机械通气）时间延长、急性呼吸窘迫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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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
神经系统
总计

进行的研究显示，心脏手术患者输注RBC增

加肺部并发症风险（校正后）：包括呼吸抑制、呼吸
6

感染

图3 输注RBC对心脏手术后患者临床结果影响 [68]的森林
图。横轴代表各种并发症的优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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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措施
（RBC输注、药物、再手术）

进一步明确贫血不良反应与纠正贫血策略风险-获益
之间的平衡。

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参考文献
安全区

血细胞比容

图4 贫血及其干预措施对临床结果影响的U形示意图。左
侧和右侧分别代表贫血程度和贫血干预程度与术后不良
事件之间的关系。U形曲线底部的“安全区”提示可耐
受的贫血和可接受的纠正贫血干预措施之间的平衡点。
RBC ：红细胞。

衍生微粒，促进血栓形成。另一些改变会在RBC制品
被常规保存时立即出现，例如RBC内S-亚硝基血红
蛋白水平的降低将导致RBC在微循环中的携氧能力
下降 [83,88]。Roback及其同事报告[89]，保存RBC使一氧
化氮利用率下降，将导致机体缺氧时血管舒张反应受
损，血流量减少。目前正在进行评估RBC保存时间与
心脏手术患者结果相关性的随机对照试验，将进一步
明确保存时间对患者并发症的影响。

结论
术前及术中贫血增加接受心脏手术患者的死亡
和并发症发生风险。预防及纠正贫血的措施（如输
注RBC和药物治疗）有可能增加患者的风险。我们
可以认为，抗贫血措施的实施和临床结果呈现U型关
系（图4），即X轴左侧代表贫血恶化造成死亡和并
发症风险增加，而X轴右侧代表积极治疗贫血的措施
造成不良结果。U形曲线的底部代表可被耐受的、一
定程度的贫血风险与恰当使用干预措施纠正或预防
贫血的风险-获益之间的平衡点。接受心脏手术患者
贫血的调控需要在这一最小风险区进行，而不应冒
险进入两个极端区域。如果确认术前贫血会影响并
发症发生率，以及增加围术期输注RBC风险，则应
在手术前尽可能地评估和纠正贫血。未来的研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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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改良Fontan手术后快速拔管

目的：我们在2007年介绍了一种改良Fontan手术后手术间内对患儿快速拔管的方法。本文的目的是回顾这种策略
的可行性、安全性及临床结果。

方法：对2004年5月至2010年5月期间进行改良Fontan手术的患儿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97例患儿接受了改良Fontan手术（平均年龄3.9±2.2岁；平均体重15.1±5.0 Kg）。46例（47%）患儿在手术
间内拔管（A组），19例患儿在入重症监护室24小时内拔管（B组），32例患儿延迟拔管（C组）。3组患儿术前资
料无显著差异。术后24小时，A组患儿的平均中心静脉压低于B组和C组（13 mmHg vs. 14 mmHg vs. 17 mmHg，

P <0.001）；碱剩余较高（0.4 vs. －1.3 vs. －3.4，P <0.001）；液体平衡指数较低（234 ml vs. 514 ml vs. 730 ml，
P <0.001），正性肌力药物评分较低（4.6 vs. 6.7 vs.10.8，P <0.001）。C组患儿重症监护室中位滞留时间较长（A、B、
C3组分别为2晚 vs. 3晚 vs. 6晚，P =0.01），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较长（8天 vs. 9天 vs. 15天，P =0.001），中位住院
天数也较长（9天 vs. 11天 vs. 21天，P =0.001）。

结论：改良Fontan手术后在手术间内快速拔管似乎可行。采用这种拔管策略，患儿术后血流动力学指标可以得到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 144:547-52）
尽快改善，早期撤除胸管，缩短重症监护室滞留时间和住院天数。

不同类型儿童心脏外科手术后早期拔管的优势已

术间内快速拔管（fast-track extubation，FTE）的方

有诸多报道。其获益包括肺部并发症更少，住院及

法。本研究旨在对施行改良Fontan手术的患儿进行回

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滞留时间更

顾性分析，籍以判断FTE的可行性及对血流动力学和

短，医疗费用更低及占用医疗资源更少等 [1-3] 。对于

临床转归的促进作用。

单心室行右侧心脏旁路手术的患儿来说，术后早期拔
管能够促进一系列生理改善。胸腔内正压对肺血流和

资料和方法

血流动力学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4,5] 。避免长时间呼吸
机插管和正压通气，促进自主呼吸，则可以减轻这些
负面影响。
我们在2007年介绍了一种改良Fontan手术后在手

本研究经过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健康伦理委员会批准。我们对2004年5月至
2010年5月期间在阿尔伯塔大学和Stollery儿童医院接
受改良Fontan手术的患儿进行回顾分析。共计收录97
例患儿。46例（47%）在手术间内拔管（A组），51
例（53%）在ICU内拔管。ICU内拔管的患儿中，19
例患儿在术后24小时内拔管（B组），另外32例延迟
拔管（C组）。

快速拔管策略
2007年之前，所有接受改良Fontan手术的患儿均
携带呼吸机插管回到ICU。拔管时间由治疗小组根据
临床治疗流程确定。2007年开始，我们施行了FTE策
略，意在手术间内对所有患儿快速拔管。只有那些血
流动力学尚不稳定、呼吸功能损伤、胸管引流量明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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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内拔管，C组在入ICU 24小时后拔管）的基线

缩写及缩略词
AVVR
CVP
FTE
ICU
LOS
OR
PICU

=
=
=
=
=
=
=

房室瓣反流
中心静脉压
快速拔管
重症监护室
滞留时间延长
手术间
儿童重症监护室

数据进行整理，连续变量通过对均值的方差分析进行
比较，分类数据则进行卡方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采
用Kruskal-Wallis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反向排除法，
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尽早拔管的有利因素。这
些因素包括：性别、体重、年龄、术前血红蛋白水
平、拔管前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拔管前收缩压和舒张压、心室功能、房室瓣

较多、低体温、上呼吸道水肿或伴意识模糊的患儿才
携带呼吸机插管回ICU。

快速拔管的麻醉管理

反流（atrioventricular valve regurgitation，AVVR）程
度、体循环心室形态（左室型或右室型）、有无伴有
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有或无）、Fontan手术类型、
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等。通过反向排除

对于患儿的麻醉管理并无明确的指导方案，因此

法，同样利用前面提到的一些独立变量，针对各个组

麻醉管理依麻醉师的个人判断而有所不同。比较焦躁

别的以下参数也进行了线性模型重建：①术后24小时

的患儿先给予口服咪达唑仑。麻醉诱导通过吸入途径

液体平衡；②最后一根胸腔引流管撤除时间；③术后

或静脉途径。麻醉维持包括挥发性气体吸入、镇静、

1小时正性肌力药物评分；④ 术后24小时正性肌力药

肌肉松弛剂等。所有患儿都使用氨甲环酸。关胸时使

物评分；⑤ICU滞留时间；⑥总住院时间。正性肌力

用0.25%的布比卡因混合1:100 000的肾上腺素进行肋

药物评分通过已有的公式进行计算[6,7]。所有的分析通

间神经阻滞和切口局部浸润麻醉。出手术间时，审慎

过SPSS软件（SPSS Inc，Chicago，Ill）进行。

地给予小剂量吗啡静脉滴注。常规使用止吐剂。仅对

结果

止血效果非常明确的患儿使用酮咯酸（Ketorolac）。

手术步骤

患儿人口统计学资料及术前术中变量

经胸骨正中入路，通过原手术切口，肝素化

2007年以来，进行Fontan手术的患儿及在手术间

（300 U/Kg）后，升主动脉、上腔静脉、下腔静脉分

内拔管的比例逐步增加（图1）。A组（FTE）、B组

别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外管道或内-外管道Fontan

（24小时内拔管）、C组（24小时后拔管）3组患儿

采用诱导室颤的方法。侧隧道Fontan手术且需要进行

术前、术中的基本资料见表1，这些特征在3组之间并

其他心内修补的患儿则使用心肌停搏液。具体手术方

无显著差异。

法（Fontan或者侧隧道）由主刀医师决定。脱离体外
循环后，所有患儿都进行改良超滤。使用鱼精蛋白拮
抗肝素。最终由主刀医师和麻醉师共同协商决定患儿
是否可以在手术间内拔管。

儿童ICU的管理

手术方法
98%的患儿进行了姑息性双向腔肺吻合术。对
于改良Fontan手术的术式，32例患儿建立侧隧道，
62例患儿建立外管道，3例患儿建立内-外管道。85%
的患儿留置分流孔，各组间也无显著差异。同时进

术后病情稳定，在手术间内快速拔管的患儿回到

行房室瓣修补手术的患者包括：A组3例（6.5%）患

ICU后的处理包括正性肌力药物支持，特别是使用米

儿，B组3例（15.8%）患儿，C组5例（15.6%）患

力农，同时保证充分氧合。通过小剂量吗啡维持，一

儿。3组患儿的平均体外循环时间和主动脉阻断时间

次性吗啡注射，对乙酰氨基酚及非甾体类抗炎药物等

类似（表1）。

方法进行镇痛。间或使用镇静剂。拔管后4~6个小时
开始进食。鼓励患儿父母尽早进行陪护。

围术期血流动力学参数

统计方法

（表2）。回到ICU后1小时，A组患儿的中心静脉压

对3组患儿（A组在手术间内拔管，B组在入ICU

3组患儿术前中心静脉压和血压没有显著差异
显著较低，血压显著较高。入ICU 24小时后，A组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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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名单，C组有3例患儿进行了心脏移植。
A组有4例患儿再插管（包括1例死亡病例）。其
中3例再插管患儿因术后24小时内出血或心包填塞需
要开胸探查。第4例患儿在术后5天出现癫痫症状再插

24小时后
24小时内
FTE

管。这些并发症均与拔管无直接联系。B组2例患儿
再插管，1例因出血开胸探查，另外1例因脓毒血症。
C组有5例患儿均因呼吸抑制再插管。3组间再插管率
无显著差异（P =0.63）。为了便于分析，再插管的患

图1 在手术间内和入ICU后24小时内拔管患儿的比例。
FTE ：快速拔管（手术间内拔管）。

儿仍归入其最初所在的分组。
3组患儿因出血再次开胸探查的比例无显著差异
（A组8.7%，B组5.3%，C组9.4%；P =0.86）。C组

儿中心静脉压显著较低，碱剩余较高，正性肌力药物
评分较低，乳酸水平也比较低。
入ICU 24小时后，与C组患儿相比，B组患儿中心
静脉压较低，正性肌力药物评分、乳酸水平、液体平
衡等也比较低（表2），但各指标仍不如A组理想。

患儿临床出现低心输出量的情况最多（A组2.2%，
B组0%，C组25%；P =0.001）。C组中窦房结功能
障碍伴异位心动过速的发生率最高（A组6.5%，B组
5.3%，C组25%；P =0.03），C组中还有3例患儿需要
放置心内膜永久起搏器。3组患儿乳糜胸、脑卒中及
感染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
A组患儿入ICU 24小时后液体平衡显著较低（表

临床结果
整个队列研究中有1例患儿死亡。死亡原因与拔

2）。同时ICU滞留时间、最后一根胸腔引流管撤除

管无直接联系。此例患儿在手术间内拔管，但由于出

时间和总住院时间都显著更短。与C组相比，B组的

血开胸探查而再次插管。随后该患儿需要心室辅助支

胸腔引流管撤除时间和总住院时间也较短。

持，在Fontan术后70天因缺血坏死性小肠炎引发的腹
部脓毒血症（可能与辅助装置有关）死亡。患儿曾被
列入心脏移植候选名单。B组和C组没有手术死亡，
但有1例Fontan拆除。B组有1例患儿进入心脏移植候

结果的预测因素
通过多因素分析，术前血红蛋白较高与手术间
内顺利拔管有关[优势比（odds ratio，OR），1.04；
95%可信区间，1~1.07]。此外，患儿术前如果存在
中度以上AVVR，术后在手术间内拔管的可能性较低
（OR，0.24，可信区间，0.07 ~ 0.91）。侧隧道术式

表1 术前和术中特征
A组
n=46

B组
n=19

C组
n=32

P值

年龄 (岁)

4.2±2.6

4.2±2.6

3.4±0.9

0.34

体重 (kg)

15.6±6.1

15.7±5.3

13.9±5.0

0.27

男性 (%)

54.3

68.4

62.5

0.13

体循环右心室 (%)

65.2

52.6

78.1

0.16

变量

与手术间内拔管强相关（OR，3.63）。不过这也可
能与那些希望在手术间内拔管的外科医师多采用侧隧
道Fontan术式有关。最近几年，所有外科医师中实行
手术间内拔管的比例类似。
在其他变量中，手术间内拔管与患儿入ICU后

43.5

52.6

46.9

0.80

1 小 时 和24小时较低正性肌力药物评分、较短ICU滞

170±15

165±17

162±21

0.13

留时间、入ICU后24小时较低液体平衡指数、胸腔引

平均肺动脉压 (mmHg)

10.2±2.5

10.7±2.8

11.6±2.8

0.11

流管较早撤除、较短住院天数等独立相关。

血氧饱和度 (%)

83.7±4.3

83.7±3.0

83.6±4.8

0.99

4.3

0

6.2

0.55

10.9

15.8

25.0

0.25

HLHS (比例)
血红蛋白 (g/L)

中度及中度以上心室收缩

讨论

功能障碍 (%)
中度及中度以上的
AVVR (%)
体外循环时间 (min)

92.2±22.4 89.2±19.5 94.2±18.6 0.65

可行的。与稍后在ICU内拔管的患儿相比，手术间内接

主动脉阻断时间 (min)

28.5±21.0 17.3±23.6 21.9±28.8 0.27

受FTE的患儿血流动力学更趋于稳定，正性肌力药物

HLHS ：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AVVR ：房室瓣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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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较低，ICU内液体平衡较低。在手术间内拔管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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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拔管前、入ICU后1小时、24小时的术后变量及其他临床结果
A组，n=46

B组，n=19

C组，n=32

P值

17.3±2.3

17.1±2.8

17.3±1.9

0.932

收缩压（mmHg）

87.0±9.7

89.4±13.9

94.2±18.6

0.09

舒张压（mmHg）

47.4±6.2

46.8±6.9

49.4±10.6

0.43

12.8±2.6

16.0±3.3

17.4±2.6

<0.001

拔管前
中心静脉压（mmHg）

入ICU后1小时
中心静脉压（mmHg）

6.8±3.0

6.4±3.5

9.2±4.0

0.01

收缩压（mmHg）

91.0±12.3

87.1±9.5

82.8±11.7

0.011

舒张压（mmHg）

49.1±7.1

46.6±7.7

44.1±4.8

0.013

氧分压 （mmHg）

73.5±20.6

67.4±28.9

67.8±22.5

0.46

二氧化碳分压（mmHg）

44.2±5.2

44.4±4.8

45.3±6.3

0.68

1.1±4.7

2.7±4.5

2.9±4.4

0.19

7.30±0.05

7.29±0.04

7.28±0.05

0.3

血红蛋白（g/L）

138±21

140±11

139±21

0.93

正性肌力药物评分

9.7±10

7.8±5.7

9.5±8.5

0.72

中心静脉压（mmHg）

12.8±2.5

14.1±2.0

16.7±2.5

<0.001

共同心房压（mmHg）

6.8±4.4

6.7±4.0

9.6±3.8

0.02

收缩压（mmHg）

93.5±11

100.0±12

84.6±9.7

<0.001

舒张压（mmHg）

53.6±6.6

55.4±8.1

47.5±6.6

<0.001

氧分压（mmHg）

70.4±27.1

56.2±11.0

64.5±19.6

0.07

二氧化碳分压（mmHg）

40.7±4.6

40.9±5.3

40.9±5.2

0.99

共同心房压（mmHg）

碱剩余
pH值

入ICU后24小时

碱剩余
pH值
血红蛋白（g/L）
正性肌力药物评分*
输注血液制品（%）*
液体平衡*（ml）
乳酸最高值*

0.4±2.9

1.4±3.2

3.4±3.7

<0.001

7.38±0.05

7.36±0.05

7.32±0.04

<0.001

130±19

135±18

133±17

0.0 (0, 16)

6.0 (0, 20)

10 (0, 40)

0.59
<0.001

33

26

53

216 (283, 1010)

512 (24, 1353)

806 (411, 1906)

0.09

3.4 (1.3, 5.9)

4.1 (1.9, 9.1)

4.1 (1.7, 10.7)

0.001

<0.001

结果
0 (0)

16 (4, 24)

129 (28, 2400)

<0.001

胸腔引流管撤除时间*（天）

8 (4, 62)

9 (2, 44)

14 (5, 45)

<0.001

ICU滞留时间*（晚）

2 (1, 70)

9 (1, 12)

10 (3, 208)

<0.001

住院时间*（天）

9 (6, 70)

11(5, 57)

21 (9, 217)

0.001

拔管时间*（小时）

正态分布的变量数值采用均数和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的参数采用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表示。

以缩短ICU滞留时间，至胸腔引流管撤除时间和总住院

模式改变进行了监测。在正常吸气情况下，如果采

天数。手术间内FTE是入ICU后24小时低液体平衡、低

用Mueller模式，肺血流会增加，如果采用Valsalva模

正性肌力药物评分、较快撤除胸腔引流管、较短ICU滞

式，则会减少。心室大小反映后者的变化。他们总

留时间和总住院天数的独立预测因素。此外，入ICU后

结认为胸腔内压力的改变会影响肺血流。因此他们

24小时内尽早拔管也可以带来一些益处。

提示Fontan术后的患儿可能在最小呼气末正压和平均

较早时已有研究者认识到Fontan循环建立后自主
[4]

气道压的情况下获益。因而Fontan术后最佳的呼吸模

呼吸的重要性。1991年，Redington及其同事 利用

式就是自主呼吸。以上是在这类患儿中尽早拔管的

多普勒超声对3例实施全腔肺吻合患儿的肺动脉血流

理论基础。我们在手术间内尽快拔管就是将该理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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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正性肌力药物评分、液体平衡、胸腔引流管撤除时间、
ICU滞留时间和住院时间的独立预测因素

外循环，因此也更易于拔管。Fontan手术后拔管由外

入ICU后1小时低正性肌力药物评分

是拔管与否的决定因素。我们也注意到主动脉阻断时

轻度及轻度以下的心室收缩功能障碍

P <0.001

入ICU后24小时低正性肌力药物评分

科医师和麻醉师共同协商决定。手术本身复杂度并不
间或体外循环时间不能预测FTE。对于肺动脉压力较
高的患儿，尽早拔管有助于降低这些高危患儿的肺血

FTE vs. 延迟拔管

P <0.001

年龄较大

P =0.01

管阻力，同时也不是尽早拔管的禁忌证 [9]。手术中影

体重较重（kg）

P =0.022

响尽早拔管与否的因素包括：正性肌力药物使用的情

拔管前中心静脉压较低（mmHg）

P =0.016

拔管前收缩压较高（mmHg）

P =0.01

入ICU后24小时低液体平衡

况，出血量或胸管引流量。
FTE组患儿（A组）有4例再插管，其中3例因出

FTE vs. 延迟拔管

P <0.001

血或心包填塞。相关结果提示必须在术中细致止血，

体外循环时间较短（min）

P =0.04
P =0.04

积极纠正凝血障碍。在拔管及将患儿送至ICU之前，

术前中心静脉压较低（mmHg）
ICU滞留时间较短（晚）

需要在手术间内观察一段时间。

FTE vs. 延迟拔管

P =0.034

我们观察到手术间内拔管后的Fortan患儿中心

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较高

P =0.039

静脉压较低，术后1小时后血压也比较高，这种现象

体外循环时间较短（min）

P =0.043

Morales及其同事 [10] 也曾报道过。相似的是，他们报

最后一根胸腔引流管撤除时间较早

道在尽早拔管组，患儿只需要较低剂量的正性肌力药

FTE vs. 延迟拔管

P =0.006

体外循环时间较短（min）

P =0.035

物支持。他们在112例患儿中观察到，拔管患儿ICU

主动脉阻断时间较短（min）

P =0.006

滞留时间和住院时间也较短。他们对ICU及住院时间

住院时间较短（天）
FTE vs. 延迟拔管

P =0.006

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较高

P =0.028

体外循环时间较短（min）

P =0.032

FTE ：快速拔管（手术间内拔管）。

相关的费用节省进行了简要成本分析，发现尽早拔管
可降低医疗费用。
2001年，Lofland报道 [5]了连续50例接受Glenn或
Fontan手术的患儿在手术间内或术后1小时内快速拔
管的相关经验。研究者观察到，拔管后所有患儿的平
均肺动脉压出现显著下降，亚组患儿的心脏指数也有

发挥到极致，使患儿尽早开始自主呼吸。

性。值得注意的是，术后疼痛管理只包括硬膜外阻滞

在于可以避免长时间机械通气及其相关并发症，包括

或高位脊髓抑制的患儿。其他患儿可按需使用芬太尼

喉气管创伤、意外拔管、过度镇静、肺部感染、气道

和咪达唑仑。

吸痰引发的肺高压危象、痰液堵塞和肺不张、以及心

Kurihara及其同事 [11]回顾分析了77例实施右心旁

肺系统相互作用，导致胸腔内压力升高，对心室充盈

路手术（Glenn和Fontan手术）后3小时内拔管的患

或后负荷产生不利影响 [8]。然而，延期拔管也可能有

儿。他们发现早期拔管组的患儿呼吸系统并发症较

利于患儿术后相关临床问题的处理。如果患儿情况不

少，儿科重症监护室（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稳定或者出现心跳骤停，因为已经保持呼吸道通畅，

PICU）滞留时间更短。能够尽早拔管的患儿术前肺

可随时进行呼吸机辅助或供氧调整。无需担心气道维

动脉压力较低，术中芬太尼用量较少，术后入PICU

护或过度通气，可通过使用镇静剂和镇痛剂积极治疗

后正性肌力药物评分较低。不过在早期拔管患儿中并

来更有效地控制患儿焦躁。我们认为尽早拔管（甚至

未观察到其对早期血流动力学的益处。与他们的研究

在手术间内拔管）的优势比延迟拔管的优势更大。因

不同，我们的研究发现早期拔管后血流动力学改善，

此我们在临床实践中默认每位改良Fontan手术后的患

中心静脉压和左房压较低，体循环压力较高。我们认

儿都应该在手术结束后尽快拔管。

为早期拔管的优势不仅有利于肺功能，而且与血流动

我们观察到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较高和AVVR程度

力学改善有关。

较轻与FTE有关，尽管相关性较弱。血红蛋白水平较

对于不同类型儿童心脏手术后早期拔管的优势已

高的患儿不易出现贫血，血氧含量较高，易于脱离体

经多有报道。最近一项荟萃分析对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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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改善。他强调了术中麻醉和术后镇痛管理的重要

对于接受Fontan手术的患儿，尽早拔管的优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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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早期拔管的证据进行了回顾 [1] 。作者甄别出9项符

案进行判定，而是基于主刀医师和麻醉医师讨论后作

合标准的研究，其中仅有一项为随机研究。不同研究

出的临床决策，因此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影响拔管的

中的心脏疾病也不尽相同。在手术间内或者术后6小

决定因素包括：手术复杂程度、患儿状况、出血量等。

时内拔管的患儿死亡率较低，ICU滞留时间和住院时

虽然如此，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患儿可成

间较短，住院费用较低，呼吸系统并发症也较少。

功拔管，即使存在先前可影响拔管的顾虑因素。

早期拔管的定义目前尚无定论，包括手术间内拔
管或在进入ICU后的某个特定时间点前拔管 [12]。就胸

结论

腔引流管撤除及住院时间等临床结果而言，在手术间
内拔管似乎优于ICU内早期拔管。在手术间内等待拔

改良Fontan手术后在手术间内拔管具有可行性。

管会造成随后手术的延迟。如果能够证明在ICU内尽

这种策略可以改善患儿术后的血流动力学，有利于尽

早拔管也具有跟手术间内拔管类似的效果，那么ICU

早撤除胸腔引流管，缩短ICU滞留时间和住院时间。

内尽早拔管可能效率更高。
良好麻醉及术后镇痛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手

参考文献

术间内成功拔管或者在入PICU后尽快拔管都有赖于术
中的合理麻醉以及PICU内的计划和实施。过度镇静或
麻醉可能导致低氧、高碳酸血症及肺不张，继而增加
肺血管阻力，使肺血流减少。疼痛会导致呼吸抑制、
肺不张，也会引发上述不良结果。在Alberta大学，我
们不使用硬膜外阻滞或脊髓抑制的方法。患儿疼痛管
理还包括切口局部浸润麻醉，静脉使用酮咯酸等。我
们观察到在关胸前直视下进行肋间神经阻滞的效果优
于局麻药物切口浸润麻醉。此外，我们还尝试在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鼓励患儿父母或主要照顾者尽早进入
ICU陪伴患儿。我们发现父母陪伴患儿可达到镇静效
果，减少抗焦虑药物的使用。我们有5位儿童心脏外
科麻醉医师，他们对于Fontan手术患儿的麻醉管理并
未完全标准化，这说明成功的FTE方法不只一种。

研究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是回顾性的，仅带有观察性质，只是
对单个心脏中心过去6年的少量病例进行分析。为了
尽量降低时间因素造成的偏差，我们只对手术间内快
速拔管策略开始后的患儿进行分析。
由于我们的研究是非随机试验，因此存在选择性
偏倚，病情平稳的患儿更易于在手术间内进行拔管。
术后患儿在手术间内拔管与否并非按照事先定好的方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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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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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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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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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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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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 September 2012

12/26/2012 11:22: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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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式肺叶切除术后支气管吻合口愈合的新分级法

目的：气管-支气管吻合口远端的缺血和感染是支气管吻合口漏的主要发病因素，并有极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
率。为了更好的诠释吻合口的愈合过程及预后结果，我们制定了一套吻合口分级方案以便于进行吻合口的质量控
制，并可早期发现并发症并进行标准化治疗。

患者及方法：我们对本中心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接受袖式肺叶切除术的202名患者进行回顾性分
析。所有患者接受每天2次、每次80 mg的预防性妥布霉素吸入治疗。其中21%的患者接受过新辅助治疗。术后第7
日常规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并根据镜下所见愈合情况进行吻合口分级：X级，分类不明；1级，愈合良好无纤维素沉
积；2级，局灶纤维素沉积合并浅表（粘膜）坏死；3级，环形纤维素沉积，浅表（粘膜）坏死和（或）远端粘膜缺血；
4级，透壁坏死并吻合口松动；5级，穿孔，吻合口坏死和闭合不全。

结果：86%的患者吻合口评级为满意（1或2级）。14%的患者的吻合口评级为愈合不良（≥3~5级），从而需要全身
性抗生素治疗及纤维支气管镜随访。30天内总死亡率为1%。

结论：气管-支气管吻合术后吻合口的质控包括患者出院前的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因术后支气管镜检查一般不由
手术医师施行，所以该分级方法有助于更好地描绘支气管内愈合情况，并对支气管愈合不良给予及时追踪及治
疗。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808-12）

对肺癌患者来说，袖式肺叶切除术在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早期或晚期死亡率及保存肺功能等方面明显
优于全肺切除术

[1,2]

。因此袖式肺叶切除已然成为肺部

恶性肿瘤外科治疗的标准术式。

内愈合情况评估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从而
避免了危重患者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据我们所知，气道手术的患者必须定期进行支
气管镜检查，以观察吻合口情况。尽管我们检索了

当施行袖式切除术时，必须离断远端支气管壁。

PubMed文库却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袖式切除术后支气

这意味着远端支气管的血供被切断，导致其处于缺血

管内愈合情况结果的报道。在临床实践中，胸外科医

[3]

状态 。成功愈合需依赖覆盖于吻合口周围组织的再
[4]

师往往不施行支气管镜检查。因此胸外科医师与支气

血管化，一般在7天内远端支气管可恢复血供 。在这

管内镜医师之间对支气管内愈合情况的描述与沟通就

一缺血的窗口期有发生感染的风险，从而导致吻合口

显得非常重要。基于以往的经验，我们 [1,5] 制订了一

[5]

闭合不全及危及生命的情况。我们 此前报道了在远

套袖式肺叶切除术后支气管愈合状态的分级方案。后

端支气管再血管化之前加用预防性的妥布霉素吸入治

来，内镜医师用这套分级方案来描述支气管内愈合质

疗能够有效地预防缺血组织发生感染。

量。根据分级结果我们可以检出那些需要进一步观察

患者离院之前，我中心常规行支气管镜检查以进

和治疗的吻合口愈合不良的患者。本研究旨在验证此

行支气管愈合质控。术后早期进行支气管镜下支气管

分级方案能否有效甄别可以出院和需要进一步观察的
患者。

患者和方法
自2006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288例肺癌患者
在我中心接受根治性气管-支气管袖式切除术（表
1）。纳入数据分析的有256例，都是需要行袖式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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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6 ~2010年间气管-支气管袖式切除和标准解剖性肺
切除的肺癌病例分布表
袖式切除

例数

百分比

肺叶切除
双肺叶切除
全肺切除+隆凸切除
肺叶切除+隆凸切除
隆凸切除
支气管袖式切除
总袖式切除

221
35
9
14
6
3
289

20

109
838
232
1179
1468

7
57
16
80
100

的记录。之所以选择术后第7天进行检查，是因为此
时血管重建已发挥作用，且罕见并发症的发生。118
例（65%）患者接受了右侧袖式切除术，85例患者接
受左侧袖式切除（表1）。其中30%的病例需行血管
成形术。术后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与住院时间的中位
值分别为5天和11天。

标准解剖性肺切除
全肺切除
肺叶/双肺叶切除
肺段切除
全解剖性肺切除
总数

麻醉下行支气管镜检查，并根据分级方案进行前瞻性

如何解读分级方案
大约半数患者支气管吻合口能够达到一级愈合，
无缺血表现。另一半患者，则根据缺血程度分级，支
气管组织呈现不同级别的损伤（表2）。粘膜是支气
管壁中最敏感的部位，表现为局部或环形纤维素沉
积与坏死，尤以远端支气管的近段为著。粘膜缺血伴
萎缩及粘膜下出血可累及肺段支气管（图3）。支气

叶切除或袖式双肺叶切除术的病例。行隆凸切除、
袖式肺叶切除加隆凸切除或单纯支气管袖式切除的
病例被剔除。通过病历记录和并发症发生率记录单
对数据进行前瞻性收集。其中202例数据完整，包
括术后第7天的支气管镜检查结果。70%为男性，中
位年龄64岁（范围，26~85岁）。由于淋巴结分期
为N2期（通过纵隔镜或支气管内超声确诊），其中
21%的病例（43/202例）术前接受新辅助化疗、放化
疗或放疗。

管壁全层坏死所引发的结缔组织软化可在行支气管镜
检查时被发现，具体表现为以近端支气管为参照，当
患者咳嗽时吻合口远端的支气管出现移位。如果周围
组织无法完成再血管化，在愈合早期，病情进展将引
起组织液化坏死，最终导致气管-支气管吻合口闭合
不全，症状表现为无菌性穿孔。在整个缺血过程中，
由围术期气管内插管所致的口腔-支气管污染或慢性
阻塞性肺病引起的慢性细菌定植所引起的感染能破坏
缺血组织引起感染性穿孔，可累及纵隔或肺动脉，有
很高的风险发生大出血 [6]。我们设计的分级方案是用

手术过程
切除标本后，用4-0可吸收缝线（聚对二氧环
己酮，PDS；Ethicon Products GmbH, Norderstedt,
Germany）对断面周缘连续缝合达到无张力支气管吻
合。术中行根治性淋巴结清扫以便于进行淋巴结分
期。袖式切除术后当晚，即开始常规给予预防性妥布
霉素吸入治疗7天（2×80 mg/d）。术后第7天在局部

表2 气管-支气管吻合口分级评分标准
类别
X
1
2
3
4
5

术后第7日吻合口情况
情况不明
愈合良好，无纤维素沉积
局灶性纤维素沉积和浅表（粘膜）坏死
环状纤维素沉积和浅表（粘膜）坏死和（或）远端支气管粘膜
缺血
透壁坏死伴吻合口松动
吻合口穿孔、坏死，闭合不全

图1 1级愈合。吻合口愈合良好、未见纤维素沉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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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级愈合。吻合口愈合良好但有局灶性纤维素沉积。

图4 4级愈合。吻合口处支气管壁的透壁坏死灶和松动。

来记录气管-支气管愈合关键时期的缺血与感染的程

当吻合口外周愈合良好且未见纤维素沉积时定为

度。理论上，我们可据此预测吻合口并发症的发生并

1级愈合（图1）。吻合口有局灶性纤维素沉积及局灶

加以预防。

性浅表粘膜坏死但没有支气管透壁坏死的情况定为2
级愈合（图2）。对于3级愈合，虽然吻合口和支气管
壁尚未丧失稳定性，但在远端支气管粘膜已经有明确
的缺血征象和（或）环状纤维素沉积及浅表性坏死，
表明愈合不良（图3）。4级愈合意味着支气管壁已经
丧失稳定性，但坏死尚未引起吻合口开裂（图4）。5
级愈合时支气管壁已遭破坏，吻合口裂开并穿孔破入

图3 3级愈合。吻合口有环状纤维素沉积和（或）远端
粘膜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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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5级愈合。吻合口处支气管壁坏死伴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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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2例患者分级的分布情况
分级

总数
（n=202）

无新辅助治疗
（n=159）

新辅助治疗
（n=43）

化疗
（n=24）

放疗/放化疗
（n=19）

1和2

174

137

37

22

15

≥3

28（13.8%）

22（13.8%）

6（14.5%）

2（8.3%）

4（21%）

4和5

8（3.9%）

5（3.1%）

3（6.9%）

1（4.2%）

2（10.5%）

0.98%

1.25%

0

0

0

30天死亡率

CT，化疗；RT/RCT，放疗/放化疗。

纵隔（图5）。

讨论

获得满意评级的患者可在第2天出院（1级和2
级）。对于支气管愈合不良的患者，用纤维支气管镜

在过去的5年中，随着袖式肺叶切除术经验的增

进行微生物检查并全身应用抗生素，4天后对吻合口

加，使全肺切除的比率降至10%以下，而袖式肺叶切

情况复查。必要时可进行CT检查。

除的比率已经升至20% [5]。袖式肺叶切除术后并发症

在我们中心袖式切除术后支气管镜检查是常规项

发生率和死亡率的总体结果主要取决于吻合口的愈合

目，每例患者都要签署知情同意书。我们仅对支气管

情况。与本研究结果相比，目前鲜有关于袖式切除术

镜检查结果的记录和解读进行了改良和标准化。本项

后支气管镜检查的角色定位的科学证据。二次全肺切

研究亦获得机构评审委员会的批准。

除的比率高达9%[7]。此前，Couraud等[8]曾提出一个分
级方案，用来描叙心肺联合移植术后的气管-支气管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MedCalc软件进行分析，12.2.1.0
Wi n d o w s 版 本 （ M e d C a l c S o f t w a r e , M a r i a k e r k e ,
Belgium）。组间比较采用正态分布连续变量的配对
双侧t 检验。

吻合口情况。在此报道中，支气管镜检查是在术后第
15天施行的 [8]。作者发现术后第15天的吻合口状况与
晚期并发症如支气管狭窄有关联。
我们提出的5级分级方案用来描述术后第7天的气
管-支气管吻合口的早期创面愈合情况。由于术后纤

结果

维支气管镜检查通常并非由手术医师施行，因而5级
分级法实际上有助于简化对支气管内愈合情况的描

根据分级方案记录的吻合口愈合情况分布如

述。用来描述何种情况为愈合不良的最适标准是经过

表3所述。86%的患者吻合口愈合分级为1、2级愈

慎重考虑选定的。例如，远端支气管粘膜缺血应视为

合。14%的患者为吻合口愈合不良（≥3级）。3.9%

吻合口愈合不良的征象。因此，需要结合其他临床征

（8/202例）的患者吻合口愈合为4、5级，即吻合口

象如实验室检查结果（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和

存在透壁坏死或闭合不全。无1例患者需行二次全肺

胸片表现来判断哪些病例需要全身性应用抗生素治疗

切除术。总的30天死亡率为1%。虽然有2例患者30

并密切监测吻合口的愈合情况。

天内死亡，但如果无新辅助治疗，吻合口达4级和5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据此分级方案，我们判定

级愈合的比率可降至3.1%。在接受新辅助治疗的病

3级或3级以上的吻合口应视为愈合不良，因而，我

例中，4级和5级愈合的比率则升至6.9%。接受新辅

们调整了我们的术后标准。这部分患者应接受全身性

助化疗的患者其吻合口愈合不良的比率为8%，4级

抗生素治疗并在4天后再次接受支气管镜检查。必要

和5级愈合的比率为4.2%。接受新辅助放疗或放化

时，可行计算机断层扫描以明确是否需要引流或闭合

疗的患者中，其吻合口愈合不良比率达21%。坏死

不全的吻合口是否已被纵隔组织覆盖。

或闭合不全的吻合口比率，即4级和5级愈合比率为

我们的目的在于识别那些有早期吻合口异常的患

10.5%。这一差异在有或无新辅助治疗的患者组间无

者并防止进一步发展为吻合口闭合不全，而吻合口

统计学意义。

闭合不全能够直接影响术后30天死亡率。研究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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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术后第7天施行支气管镜检查可以检出吻合口
愈合不良，并通过施行如抗生素治疗、内镜及影像学
监测等快速干预措施来预防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成果
之一，便是通过此项措施我们将二次全肺切除比率从
6%减少到0% [1]。
同样，我们也证实与单纯化疗相比，术前接受新
辅助放疗或放化疗的患者在术后第7天更容易出现吻
合口愈合不良（≥3级的比率达21%）（表3）。这可
能意味着新辅助放疗可影响吻合口的愈合，因而可能
需要更多的关注以避免晚期并发症的发生 [9-14] 。因此
我们对新辅助治疗后的患者（包括放疗），常规采取
术中用活体组织如带蒂胸腺组织、肌瓣或心包脂肪垫
覆盖支气管吻合口来加以保护 [15,16]。此类患者的30天
死亡率与总的30天死亡率相比并无增加（1%）。有
和无新辅助治疗的患者组间比较并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对离院前的患者进行支气管镜检查并用分
级方案进行记录和交流，从而实现术后气管-支气管
吻合口的质量控制。早期支气管镜检查（术后第7
天）结合较为简便的5级分级法让我们能够快速干预
并防止更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此分级方法在监测
全身不良因素方面比监测死亡率更为敏感，可用于
不同外科术式的比较以及应用抗生素的围术期处理
的疗效监测。

参考文献

(陈晓辉 译 翁国星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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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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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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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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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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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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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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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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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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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进展及基础科学

近端覆膜支架联合远端金属裸支架植入术治疗主动脉夹层是否
优于标准近端覆膜支架植入修复术？

目的：本研究旨在比较降主动脉近端支架联合远端金属裸支架植入术与标准降主动脉近端支架植入修复术治疗
A/B型主动脉夹层的效果。

方法：2003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63例患者因急性（A型24例，B型21例）和慢性（B型18例）主动脉夹层而行腔
内修复治疗。其中40例患者行降主动脉近端支架联合远端金属裸支架植入（第1组），而另23例患者仅行标准降主
动脉近端支架植入修复（第2组）。所有A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均行开放性手术联合血管逆行性腔内修复术。

结果：两组患者基线特征及治疗指征无显著差异，第1组吸烟患者较多（P =0.03）。两组围手术期指标也无统计学
差异，但第2组中的4例患者出现术后灌注不良综合征（P =0.02）。总住院死亡率为6%。平均随访49个月，第2组中有
9例（43%）患者需行计划外的二次干预治疗，而第1组中有4例（11%；P =0.007）患者需行计划外的二次干预治疗。
第2组中的4例（19%）患者由于胸腹主动脉瘤或内脏缺血需行再次干预治疗。第1组和第2组分别有1例（5%）和2例
（5%）患者发生了后期主动脉相关死亡。

结论：近端支架联合远端金属裸支架植入与传统的单纯降主动脉近端支架植入修复术相比，前者的短期效果更
好，且能降低后期主动脉远端并发症。这些结果说明这项术式具有潜在推广意义。在得出明确结论之前还需进行
前瞻性的随机临床试验。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956-62）

近十年来，腔内支架植入治疗降主动脉夹层已经

的大样本研究也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早期结果 [4-6] 。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最初的病例报道采用降主动脉近

使用支架植入治疗A型夹层，联合开放性手术来处理

端支架封闭原发破口的方式治疗B型夹层

[1-3]

，而随后

主动脉远端血管并发症的问题 [7-9] 。动脉夹层行远端
支架植入的目的是减少胸主动脉假腔，及由此引起的
血栓形成和重建。
然而，即使胸主动脉支架植入成功后，远端胸
腹主动脉的结局仍难以改变。近端降主动脉支架植
入可导致腹主动脉夹层血管不能得到完全修复，
约有50%~80%的患者腹主动脉无法重建 [4] 。这一结
果的潜在风险包括了灌注不良、动脉瘤变性及破裂
等诸多并发症。为了达到更加彻底的动脉重建，本
研究小组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血管内治疗策略，即降
主动脉近端支架联合远端金属裸支架植入技术，我
们称之为“阶段性的主动脉及其分支血管腔内重建
（Staged Total Aortic and Branch vesseL Endovascular
reconstruction，STABLE）” [10-12]。此研究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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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金属裸支架植入。A型夹层患者在行开放手术置

缩写及缩略词

换升主动脉及主动脉弓后，经股动脉逆行植入近端支

CTA
= 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
STABLE = 阶段性的主动脉和分支血管腔内重建

架和裸支架。金属裸支架的长度由夹层远端假腔撕裂
范围，累及的分支血管和是否有真腔受压来决定。
所有患者手术外围设备均经股动脉入路。在X线

比较传统的降主动脉近端支架植入与STABLE方法治

透视及食管超声心动图指引下将猪尾导丝导入主动脉

疗A、B型主动脉夹层的效果。

真腔，随后再植入Zenith TX2支架并展开。通过主动
脉造影和食管超声心动图来确定支架位置准确性，

资料和方法

而对于B型夹层，应评估近端破口是否关闭。更换输

本回顾性研究收集了墨尔本St Vincent医院心血

送系统，植入另一支Zenith 夹层血管内支架并展开，
覆盖近端支架第一分支。第2组中有21例（91%）

管外科数据库2003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我们

患 者 采 用 了 C o o k Z e n i t h T X 2 胸 主 动 脉 TA A 支 架

评估患者的病历，收集患者术前特征、夹层形态、手

（Cook Medical Inc），1例患者使用Luminexx 血

术的具体方法、术中相关事件以及术后情况的信息。

管支架（R Bard Inc，Murray Hill，NJ），另1例患

2003年1月至2010年12月，我们中心共有117例
患者因主动脉夹层（A型或B型）就诊。其中63例患
者因急性动脉夹层（A型24例，B型21例）和慢性动
脉夹层（B型18例）行腔内支架修复术。63例患者分
为两组：第1组（n=40；14例为急性A型动脉夹层，2

者使用Fluency plus血管支架（Bard，Inc，Tempe，
Ariz）。
若在远端发现继发破口，则依据情况可采取主动
脉腔内支架植入，分支血管内覆膜支架植入，弹簧圈
栓塞或注胶栓塞等。

例为慢性A型动脉夹层，16例为急性B型动脉夹层，8
例为慢性B型动脉夹层）行STABLE修复术，而第2组
（对照组）（n=23；6例急性A型动脉夹层，2例慢性
A型动脉夹层，10例急性B型动脉夹层，5例慢性B型

患者随访
在最近一次随访时连续行CTA以测量真腔扩张程
度、主动脉扩张情况以及假腔灌注情况。

动脉夹层）只行降主动脉近端支架植入。腔内修复的
手术类型由主刀医师决定。

结果

本回顾性研究得到了St Vincent医院伦理委员会
的同意，并获得所有患者的知情同意。

术前及术中基本资料
两组的术前危险因素大致相同（表1），但第1组
主动吸烟患者较多（12 vs. 1，P =0.02）。两组A型夹

数据收集与分析
我们使用了SPSS 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层患者的术中资料及参数也无明显差异（表1）。与

资料比较采用Student's t 检验，分类资料比较用Fisher

所预期的一样，第1组所用的支架数目多于第2组（3.1

精确检验法。

vs. 1.8，P =0.001）。在第1组，A型和B型夹层患者中
分别有9例（56%）和16例（67%）患者的远端金属裸

腔内支架修复术
术前行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多平面重建以评估

支架覆盖范围达到肾动脉平面以下的主动脉。

住院结果

腔内支架修复的可行性、脏器血管通畅情况、外周血

两组间术后并发症无显著差异（表2）。第2组患

管入路的选择以及支架的尺寸大小。所有患者均在全

者住院期间肠缺血或灌注不良的发生率更高（n=4，

身麻醉下接受手术。

P =0.01；表2）。这4例患者中，2例（9%）为急性B

Zenith夹层血管内支架系统（Cook，Inc，
[10-12]

Bloomington，Ind）在先前的报道中已有详细描述

型夹层患者发生了肠系膜缺血，其中1例出现了下肢

。

和脊髓缺血，因此其住院时间较长。另1例则在离开

STABLE手术包括降主动脉近端破口覆膜支架植入和

手术间后发生低血压和酸中毒，并在术后24小时内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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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线特征和术前临床状况
STABLE组
（n=40）

变量

表2 术中手术细节和术后结果
对照组
（n=23）

P值

变量

55±13

61±12

0.10

手术特征

29（73）

14（61）

0.40

平均干预间隔（d）

2（5）

0

0.53

急性

高血压

30（75）

21（91）

0.18

慢性

高胆固醇血症

12（30）

7（30）

1

年龄（岁）
男性
Marfan综合征

中位值

对照组
（n=23）

P值

5.4±4.2

4.9±5.2

0.72

48

56

0.13

3（8）

4（17）

0.25

范围

20~1095

15~388

12（30）

1（4）

0.02

使用设备（n）

3.1±1.7

1.8±1.3

0.001

脑血管事件疾病史

2（5）

1（4）

1

覆盖左锁骨下动脉

5（13）

6（26）

0 .30

主动脉夹层病史

5（13）

4（17）

0.71

主动脉弓部血管分支受累

6（15）

5（22）

0.51

腹主动脉瘤病史

1（3）

0

1

心血管手术史

7（18）

3（13）

0.73

糖尿病
主动吸烟

（A型）

9（23）

5（22）

1

首次干预时的辅助操作

主动脉瓣置换术

1（3）

1（4）

1

远端支架延伸

二尖瓣置换术

2（5）

0

0.53

带分支的覆膜支架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2（5）

1（4）

1

肾动脉

5（13）

1（4）

0 .40

A型动脉夹层修复术

4（10）

3（13）

0.69

肠系膜动脉

0

1（4）

0.36

灌注不良

25（63）

13（57）

0.78

髂股部血管

1（3）

3（13）

0.13

心脏

2（5）

1（4）

1

栓塞（弹簧圈，注胶）

9（23）

4（17）

0.75

颅脑

3（8）

2（9）

1

颈-锁骨下旁路术

0

2（9）

0.12

内脏（腹腔、肠系膜、肾脏）

16（40）

9（39）

1

血管入路修复术

1（3）

2（9）

0.55

髂股动脉

7（18）

5（22）

0.75

术中结果

内脏和髂股动脉均累及

2（5）

0

0.53

死亡

0

1（4）

0.36

1（3）

2（9）

0.55

所有数据以均数±标准差或n（%）形式表示。STABLE ：阶段性的主动脉和
分支血管腔内重建。

并发症
住院并发症

2（5）

1（4）

1

小肠缺血/灌注不良

亡；其余2例由于肠道灌注不良而行再次干预治疗：

0

4（17）

0.01

需再次手术干预

0

1（4）

0.36

1例慢性B型夹层患者因肠系膜上动脉和肾动脉灌注

一过性脊髓缺血

0

1（4）

0.36

肢体缺血

0

2（9）

0.12

6（15）

5（22）

0.51

卒中

不良而需再次支架植入，因此其住院时间也较长；

急性肾衰竭

另1例是急性B型夹层患者术后8天再次手术干预治疗

长期透析

0

0

0

（右髂外动脉至肠系膜上动脉旁路手术）。第1组和

心肌梗死

2（5）

0

0.53

第2组的住院死亡率分别为5%（2/40例；1例为急性A

入住ICU时间 （d）
住院时间（d）

3.6±6.8

3.7±8.8

0.88

13.6±10.8

13.7±15.6

0.58

2（5）

2（9）

0.62

型夹层，另1例为急性B型夹层）和9%（2/23例；2例

30天/住院死亡率

均为急性B型夹层）（表2）。两组中各有1例术中死

所有数据以均数±标准差或n（%）形式表示。ICU：重症监护室；STABLE ：

亡的病例。

阶段性的主动脉和分支血管腔内重建。

随访结果
所 有 患 者 平 均 随 访 4 9 个 月 （ 范 围 ： 5 ~ 11 5 个
月）。第1组和第2组的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0%和
70%，其中第1组、第2组分别有6例和4例患者死亡

示，该患者主动脉壁完整。因主动脉相关疾病死亡的
是一位71岁的女性患者，因慢性B型主动脉夹层动脉
瘤而引起脏器灌注不良。STABLE修复术后，其左肾

（P =0.73）（表3）。第1组中，仅有1例（3%）死亡

动脉处仍有继发的破口存在，因为从技术角度讲已不

与主动脉疾患有关，其余5例则无关，死亡原因包括

可能再植入支架。术后4周，该患者因胸主动脉的动

心肌梗死（n=2）、已扩散的癌症（n=2）和继发于

脉瘤扩张而行紧急手术。该患者仍存在假腔灌注，在

股骨骨折的并发症（n=1）。另1例由于完全房室传

4个月后因突发主动脉破裂而死亡。第2组患者中，

导阻滞植入起搏器后24小时之后猝死。尸检结果显

晚期死亡者2例，死因分别为胰腺癌和呼吸衰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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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治疗，其中2例（10%；1例急性A型，1例急性

表3 长期生存情况和再次心血管干预措施

B型）需行手术干预（表3）。1例患者需行覆膜支架

STABLE组
（n=38）

对照组
（n=21）

P值

4（11）

9（43）

0.007

手术

1（3）

2（10）

0.28

血管内

3（8）

7（33）

0.03

残余夹层。2例患者由于发生I型内漏而行Cook-TX2

0

4（19）

0.01

支架植入，其中1例同时还行左锁骨下动脉弹簧圈栓

主动脉瘤变性

0

3（14）

0.04

塞术。4例（19%；3例急性B型，1例慢性B型）患

内脏缺血

0

1（5）

0.35

1（3）

2（10）

0.28

0

1（5）

0.36

于胸腹主动脉瘤行瘤内覆膜支架修复术。这些患者

6（16）

4（19）

0.73

中，1例因腹主动脉瘤持续进展在再次干预后13个月

数据以n（%）形式表示。STABLE ：阶段性的主动脉和分支血管腔内重建。

死亡（表2），1例因发生支架移位而需再次手术干

变量
再次干预治疗

晚期远端动脉再介入

晚期不良事件
卒中
长期透析
晚期死亡率

植入和右颈总动脉弹簧圈栓塞术来治疗近端继发破
口引起的主动脉弓扩张。最后此患者恢复良好，无

者需行远端主动脉再次干预。其中1例患者由于肾脏
灌注不良行带分支覆膜支架植入，另3例（14%）由

预。另1例行手术干预的患者由于无冠瓣坏死引起严
外2例（9%）晚期死亡患者的死因与主动脉相关。其
中1例患者行急性B型夹层修复术11个月后死于腹主
动脉瘤破裂。另1例在行急性B型第一次修复术后6

重的主动脉瓣反流而需行主动脉根部置换。

主动脉重构
第1组的38例存活者中，其中32例（84%；表4和

年，由于9.5 cm大小的腹主动脉瘤破裂继发多脏器

图1）患者进行了1次以上的随访CTA（>6个月）检

衰竭而死亡。

查。第2组的21例存活者中，其中13例（62%）进行

2个队列在行计划外的二次干预方面具有统计学差

了随访CTA检查（表4）。从术前到最近一次的随访

异性，第1组38例患者中有4例患者需行二次干预，而

影像学检查期间，第1组患者的主动脉最大直径基本

第2组21例患者中有9例（P =0.007；表3）。第1组中，
3例患者（8%；1例急性A型，1例急性B型，1例慢性B

没有变化（胸主动脉42.3±13.3 mm，P =0.89；腹主
动脉30.4±6.8 mm，P =0.88）。在此期间，无论是

型）需再次行腔内治疗（表3）。1例由于近端支架移

胸主动脉段（从0.42±0.2 mm增至0.74±0.2 mm，

位致左侧锁骨下动脉夹层形成需再次植入支架；而其

P ≤0.001）还是腹主动脉段（从0.48±0.2 mm增至

余两例分别因I型内漏和腹膜后血肿行再次支架植入。

0.70±0.2 mm，P ≤0.001）的真腔指数（真腔直径/

最后，第1组中的1例（3%，急性B型）患者因腔内支

主动脉总直径）均显著增加。第2组中，胸主动脉段

架感染致主动脉支气管窦道形成，而需再次行开放性

至少增加5 mm（从41.1±11 mm增至48.9±8 mm，

手术（表3）。

P =0.06），腹主动脉段也显著增加（从26.9±6.3 mm 增

第2组患者中，7例（33%，1例急性A型，5例急

至35.6±15 mm，P =0.05）。胸主动脉的真腔指数显著

性B型，1例慢性B型）患者行计划外的再次血管内

增加（从0.48±0.1增至0.65±0.2，P =0.03），但腹
主动脉则无显著变化（从0.54±0.3增至0.63±0.30，

P =0.52）。患者最后一次随访CTA检查时的假腔状况

表4 假腔状况

见表4。

完全假腔
血栓形成

部分假腔
血栓形成

假腔通畅

胸主动脉

23（72）

4（12）

5（16）

腹主动脉

13（40）

6（20）

13（40）

胸主动脉

6（46）

6（46）

1（8）

与循环相通。通过支架封闭夹层近端原发破口的目的

腹主动脉

2（15）

3（23）

8（62）

是降低胸主动脉假腔的压力，使得假腔血栓形成，主

第1组（n=32）

第2组（n=13）

数据以 n（%）形式表示。

讨论
主动脉夹层腔内治疗的原则是封闭假腔，使其不

动脉血管得以重构。然而，该方法也有其局限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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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术前B型动脉夹层患者血管造影图像。（A）升主动脉近端动脉瘤合并原发夹层破口，（B）假腔压迫真腔导致
内脏器官灌注不良，（C）术后三维重建CTA显示TX2及裸支架成功植入至左肾动脉及髂动脉平面，（D）在随访8年
时，三维血管CTA图像显示支架位置稳定，胸腹主动脉假腔血栓机化完成。

究显示约有50%~80%的患者其远端胸腹段主动脉血管
[4]

无法重构 。究其原因可能是远端夹层有多个继发破

个月时的临床成功率达91%，死亡、卒中或截瘫发生

口使其远端与真假腔相通。而且，同样夹层隔膜的摆

率为0%。近期我们发表了使用STABLE技术治疗A型

动也能阻止远端胸腹主动脉假腔内血栓形成与机化。

和B型主动脉夹层的中期结果 [10]。研究结果证实，该

而仅行近端覆膜支架植入不能完全关闭假腔，从而导

方法的围术期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低，57个月后远端

致远期并发症（如动脉瘤变性、夹层扩张、远端再次

主动脉重构良好。而多中心单臂STABLE研究（使用

手术或破裂）的发生风险增加。在腹腔干上方血管

TX2覆膜支架+远端裸支架）初步结果证实，采用该

平面同时植入支架封闭远端胸段的继发破口能够促进

方法治疗B型主动脉夹层，在1年随访时达到了较好

假腔血栓的形成。然而，若支架覆盖范围超过20 cm
会导致脊髓缺血的风险增加 [13]。而且，此方法不能完
全解决真腔塌陷及其可能造成的远端（腹腔干平面以
下）脏器分支灌注不良的问题。
为了解决夹层支架修复术后主动脉重构不良引起
的远端主动脉并发症、动脉瘤变性和假腔增大等问
题，本课题小组率先提出了STABLE技术方法，即降
主动脉近端覆膜支架植入联合远端金属裸支架植入
的新方法 [11,12]。随后，许多小型病例系列分析相继报
道了金属裸支架植入远端胸腹主动脉的可行性 [14-16]。
Nienaber及其同事 [16]对12例B型夹层患者采用阶段性
远端金属裸支架植入的方法，并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短
期效果。2008年，Melissano 及其同事 [15]报道了使用
Zenith夹层裸支架的早期效果，这种支架与我们在1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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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B型夹层患者所采用支架的相同。该研究中12

的临床疗效和血管解剖重构的效果[17]。
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次对比传统的标准腔内修复
和STABLE腔内修复的研究。我们同时比较了降主动
脉近端支架植入修复技术，结果证实该技术可显著改
善患者在急性和慢性夹层病理学的术后恢复结果。夹
层专用的裸支架具有迅速支撑和快速扩张主动脉真腔
的作用，这种支架可逆转远端真腔塌陷，促进远端分
支的血供，从而防止外周分支血管灌注不良 [11,14]。本
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的标准腔内修复相比，远端胸
腹主动裸支架植入可有效降低脏器灌注不良的风险
（n=0 vs. n=4；P =0.02）。而且，这种方法不会增加
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

主动脉重构
主动脉扩张一直被认为是主动脉夹层远期不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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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主要预测因素 [18,19]。主动脉扩张会导致动脉瘤变

试验。临床数据的完整性和足够长的随访时间，再加

性和远端再次手术。已有研究表明，近端支架植入可

上之前的病例报道的信息，就足以为两者的比较提供

降低动脉瘤变性的风险，提高胸主动脉真腔指数

[20]

。

然而，胸腹动脉远端无支架覆盖区远期扩张的可能性
仍然存在

[21]

可靠的数据支持。因此，我们所提出的采用STABLE
技术治疗主动脉夹层是可行的。

。中期随访结果显示，STABLE修复术可

结论

通过防止腹主动脉远端扩张，提高真腔指数以解决传
统的标准腔内修复的这一缺陷。血管支架覆盖范围的
不同导致了两组队列的远期临床结局的差异性。行标

与传统的标准腔内支架修复相比，降主动脉覆膜

准腔内修复的队列术后因动脉瘤或脏器灌注不良需行

支架植入联合远端金属裸支架植入治疗A型及B型主

二次干预的发生率更高（19% vs. 0%，P =0.01）。这

动脉夹层，可防止急性期的灌注不良，降低远期的远

也是仅行近端支架植入修复的患者总的二次干预的比

端主动脉相关并发症。STABLE技术的出现代表了治

例较高的原因。

疗主动脉夹层技术的进步。随着此项技术的逐步完

促进夹层假腔血栓形成及机化已成为夹层干预治

善，其在治疗主动脉夹层将更具有可推广性。目前仍

疗的主要目标 [5,21-23] ，有研究证实假腔出现持续血流

需要进一步的多中心、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来得出

灌注可预测远期死亡的发生 [22]。有限的CTA随访检查

更加确切的结论。

使其无法进行直接对比；然而，似乎STABLE队列达
到完全血栓形成的比例更高。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

参考文献

是，大多数行STABLE修复的患者仍存在假腔的血流
灌注，其中有4例患者接受了二次干预治疗，其中1例
患者死于主动脉相关疾病。此研究表明两种手术方法
都不能使腹主动脉的假腔完全栓塞。但是，STABLE
修复的患者，其残余假腔灌注不会引起主动脉直径扩
大或真腔指数的降低。我们建议对于病情稳定的患
者，采取保守治疗残余假腔，并通过影像学的随访来
评估主动脉内径大小的改变，以预测可能的并发症。
这提示具有稳定主动脉影像的患者允许存在残余假
腔，只需在必要时进行干预。

研究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该研究是一项回
顾性的、非随机化、单中心的试验。研究人群的夹层
分型存在差异性，而且每例患者都接受了一定的个体
化治疗。我们的研究仅反映了我们对于传统的标准腔
内修复远期结果不佳所进行的改进。CTA随访的不全
面，特别是传统的标准腔内修复组，也是我们研究的
一大缺陷。我们也认为，对于那些不复杂的夹层若都
采用STABLE技术，可能会带来操作相关的潜在风险
和更加昂贵的治疗费用。然而，通过降低这些患者的
远期主动脉相关并发症，其实也减少了治疗并发症方
面所需的费用。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仍是首个比较
标准近端支架修复术和相对较新的STABLE修复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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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从而稳定动脉内膜，对于动脉瘤变性可起到保
护作用。我们认为，金属裸支架的使用使内膜片稳
固，并使近端假腔内血流容积稳定，因而有助于主
动脉重建。然而这也只是猜想，因为对此很难进行
直接评估。
Dr Bridges：但即便如此，您们发现，STABLE
组的真腔实际上是扩大的。
Ms Hofferberth：是的。胸主动脉降段近端支架
植入后，夹层专用型金属裸支架通过真腔在降主动脉
远端展开。裸支架的植入可起到快速支撑和迅速扩张
真腔的作用。这就防止了真腔塌陷，提高了远端分支
血管的血流，从而防止灌注不良综合征的发生。
Dr Bridges：您认为真腔扩张是发生在支架展开
这一过程中，而不是缺乏稳定性的表现？
Ms Hofferberth：是的，我们的试验所得出的结
果是这样。我们没有列出相关数据。然而，在实施
STABLE后即刻测量到的胸腹主动脉的真腔直径，与
之后1年随访时和最近一次检查时的大小是一样的。
Dr Bridges：谢谢。
Dr Tomislav Mihaljevic (Cleveland, Ohio )：本文
的结果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一项技术，同时也是
一种革新。从您们目前的经验看，对于一个凌晨2点
到贵院急诊就诊的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您们当前的

讨论

处理是什么？

Dr Charles R. Bridges (Charlotte, NC )：我很欣

Ms Hofferberth：感谢您的提问。我院的四位心

赏您们的研究。您能否解释一下该研究结果的可能机

胸外科医师中，其中一位对于A型和B型主动脉夹层

制吗？如果有误请您不吝指正：您们的研究发现相较

的所有患者均采用了STABLE技术。对于A型夹层的

于STABLE组，单纯近端支架植入术患者的主动脉总

患者都将接受开放性手术置换近端血管，如上所述，

体扩张较明显，但您们也发现STABLE组的真腔扩大

我们会在停机拔出股动脉插管的同时，放置近端支架

程度也更明显。您能否解释一下远端金属裸支架影响

和金属裸支架。基本上所有的STABLE修复通常会在

血管重建的机制？

首次干预时实施。

比如，其中一种可能是由于STABLE组的金属裸
支架的稳定性良好，使灌注不良综合征的发生率降
低。然而，关于主动脉内径大小的变化，能解释一下
其中的机制吗？
Ms Hofferberth：感谢您的提问。根据我们的
经验，使用金属裸支架可为主动脉远端提供支架支

Dr Mihaljevic：是对所有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都
如此处理吗？
Ms Hofferberth：负责这些病例的外科医师和放
射介入治疗医师对所有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均采用了
该技术。
Dr Mihaljevic：谢谢。

(朱达 蒙炜 译 张尔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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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指南

2012 美国心脏病学会基金会/美国胸外科学会/美国心血管造影和
介入协会/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ACCF/AATS/SCAI/STS）经导管
主动脉瓣置换术专家共识：执行纲要

引言

巴酚丁胺输注后显示）、局限的冠状动脉疾病及平
均跨瓣压≥20 mmHg的低跨瓣压AS患者最有可能从

美国胸外科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治疗中受益。

Thoracic Surgery，AATS）以及其他11家专业学会共

开放性手术

同参与编写了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的专家共识文件。
该共识于2012年3月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开放性置换术（主动脉瓣置换术；aortic valve

College of Cardiology 杂志上（也以全文在线发表于

replacement，AVR）仍然是有严重症状的AS成人患

JTCVS杂志网站和AATS官方网站上）。这份55页的

者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并被ACCF/AHA指南列为

著作总结了目前TAVR的状况，包括患者的评估、治

Ⅰ类推荐。目前，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Society of

疗方案的决策、植入的细节、术后的考虑以及未来趋

Thoracic Suergons，STS）登记系统的数据显示，所

势。该著作为TAVR的直接参与者提供了参考，也为

有行AVR患者的死亡率为2.6%，在很多医疗中心，

大部分内科医师了解这项技术及其在主动脉瓣狭窄

患者最低共病率、死亡率和主要致病率均低于1%。

（aortic stenosis，AS）中的治疗作用提供参考。

对大部分患者而言，外科AVR是一种经证实的低风险

主动脉瓣狭窄

治疗手段，一直是治疗的金标准。

患者的筛选

当出现症状时，AS自然病史的结果很差。在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试验中（Placement of Aortic
Transcatheter Valve，PARTNER），无法手术的患
者1年死亡率达50%，其中很多患者因手术风险高未
予治疗。AS通常经超声心动图进行诊断，其中重度
狭窄定义为峰值流速>4 m/s，或者当收缩功能正常
（指数<0.6 cm 2/m 2）时瓣膜面积<1 cm 2。当存在明
显主动脉瓣反流、室间隔上段肥厚及心室衰竭时，
AS的诊断存在巨大挑战。收缩功能储备良好（经多

指南已明确了AS治疗的适应证；然而，高风
险患者的治疗决策十分复杂，需要使用风险模型评
估。STS心脏手术风险模型和logistic欧洲心脏手术
风险评分系统（EuroSCORE）是最普遍使用的手术
风险评估模型。考虑患者未出现的风险（模型中未
列入的风险），患者可能被判定为“禁忌”、“高
风险”、“无法手术”等，但这些术语的使用有一
定的主观性。
除外科AVR外，其他治疗方案包括内科药物治疗
和经皮球囊瓣膜成形术。经皮球囊瓣膜成形术通常可
以改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但是并不能改善患者的生
存率，这些因素限制了经皮球囊瓣膜成形术的应用，
因此经皮球囊瓣膜成形术很少被应用或仅作为最终治
疗方案前的过渡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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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PARTNER试验

缩写及缩略词
AS
AVR
LV
PARTNER
STS
TA
TAVR
TF

=
=
=
=
=
=
=
=

主动脉瓣狭窄
主动脉瓣置换术
左心室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试验
胸外科医师协会
经心尖途径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经股动脉途径

PARTNER试验是一项前瞻性、非盲、随机、多
中心试验，以评估Sapien瓣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试
验纳入两组人群：高危组（队列A，30天时的预期死
亡风险 >15%）和无法手术组（队列B）。无法手术
被定义为“一位心脏科医师和2 位外科医师预测患
者30天内死亡或者发生严重不可逆性并发症的概率
>50%”。根据是否适合于经股动脉途径输送鞘管随

TAVR的背景
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在动物模型中评估猪
有架生物瓣植入主动脉不同位置的研究。在2000年，
一例经皮心脏瓣膜置入儿童的肺动脉管道中。在2002
年，进行了第一例人体TAVR。自那时起，对多种瓣
膜装置进行了评估，但大部分的人体数据来自两种瓣
膜：Sapien瓣（Edwards Lifesciences，Inc，Irvine，
Calif）和Core瓣（Medtronic，Inc，Minneapolis，
Minn）。Sapien瓣的尺寸为23 mm和26 mm。Core瓣
的尺寸为23 mm、26 mm和29 mm。Sapien瓣的瓣膜
固定于球囊膨胀的钴铬合金支架上，而Core瓣的瓣
膜则固定于自膨式的镍钛合金框架上。最初的输送
系统要求用22-F或24-F的鞘管，但最近鞘管已可减
到18-F。这两种瓣膜都是通过股动脉（transfermoral
arteral，TF）途径进入。Sapien瓣也可以利用专门的
输送系统（Ascendra；Edwards Lifesciences）通过心
尖（transapical，TA）途径进入。

临床证据：登记系统
关于Sapien瓣和Core瓣TAVR的治疗结果的初步

TAVR组和对照的外科手术AVR组。队列A中不符合
TF患者被随机分配到TA TAVR组和对照的外科手术
AVR组。无法手术的患者被随机分到TF TAVR组和对
照的药物治疗组。经评估无法手术但又不符合TF输
送标准的患者不予入组研究。25家医学中心参与该试
验，队列A纳入699例患者，队列B纳入358例患者。
在无法手术的患者中（队列B），TAVR在1年随
访时可大幅降低全因死亡率约50%。此外，包括患
者功能在内的所有关键的次要终点，在30天和1年时
均得到显著改善。虽然TAVR增加卒中及出血和血管
并发症等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但患者获益远远超
出风险。
在高危患者中（队列A），TAVR组患者1年时的
全因死亡率不劣于外科AVR（24.2% vs. 26.8%）。一
些并发症在TAVR组更为常见，例如卒中（3.8% vs.
2.1%）和血管并发症（11.1% vs. 3.2%）。相反，大
出血和心房颤动在外科AVR组更为常见。该试验数据
支持TAVR作为高风险但可行手术患者的一种可接受
的治疗方案，以替代外科AVR。

TAVR患者的评估

证据来自于登记系统数据。在多个欧洲登记系统纳

TAVR的经验教训之一是多学科综合治疗对AS患

入的患者包括一组高危患者（一般年龄>80岁并且

者处理的重要性。在瓣膜中心，一个固定的心脏团队

EuroSCORE > 20分），尽管在确认这些患者是否

共同工作可优化交流并促进快速评估。

确实无法手术或者仅是风险升高还存在不确定性和

在美国，只有Sapien瓣被批准用于TF途径。临床

困难。数据显示使用两种瓣膜的死亡率和致病率在

应用的适应证应基于PARTNER试验队列B（无法手

可接受范围，大多数中心30天死亡率介于8% ~ 10%

术组）的入选标准。患者应该有AS的症状（纽约心

之间。早期卒中的发生率介于2.5% ~ 5%之间。就两

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2级或以上），并且证实为重度

种瓣膜而言，患者接受TAVR后症状缓解程度与外科

AS（平均跨瓣压>40 mmHg或者血流速度>4.0 m/s

AVR相类似。TAVR术后瞬时跨瓣膜压比外科换瓣手

并且瓣口面积<0.8 cm 2或指数小于0.5 cm 2/ m 2）。此

术低10%。在登记系统中关于超过5年的耐久性信息

外，一位心脏介入医师和2位外科医师均认为该患者

有限，但是没有观察到瓣膜失功能。

行外科AVR风险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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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的特殊的排除标准包括：患者瓣环尺寸

和心室颤动的情况的发生。术中抗凝维持活化凝血时

<18 mm或>25 mm、二叶式主动脉瓣、重度二尖瓣

间＞300 s。肝素可以维持到手术结束，但在正常经

反流、左室射血分数<20%，肾衰竭及预期寿命<12

皮股动脉途径术中是不需要的。

个月。对于那些非常虚弱的或者存在多个并存疾病的

经皮穿刺和切开这两种方法均可以用于TF-

患者，需要团队讨论并达成共识才能作出复杂的决策

TAVR，前者在有经验的中心仅在股血管条件好的患

及适当的（无意义的姑息）治疗。

者中应用。一旦径路建立，一系列的扩张器将在透视

当决定考虑行TAVR，患者的评估筛选应该包括

的引导下使用，使用同时要注意阻力的变化。然后将

超声心动图和断层成像。超声心动图（经胸超声心动

血管鞘置入胸腹主动脉。标准的操作技术是通过交换

图或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必须得出一个可信的瓣环尺

硬导丝，使导丝逆行跨过主动脉瓣。

寸的测量值，一般在长轴测量前后径。必须细心测量

近来，也有人主张直接经升主动脉的逆行置入

真实的瓣环而不是上面覆盖着的钙化瓣环。过高估计

的技术。该技术可通过部分胸骨上段切开术或右

瓣环尺寸会导致置换的瓣膜过大从而增加瓣膜结构不

侧开胸术来分离显露升主动脉。虽然有一定的局限

完全扩张的风险或灾难性的瓣环破裂。过低估计瓣环

性，但是作为另一种可选择的逆行置入技术其经验

尺寸会导致瓣周漏或瓣膜展开不稳定。其他注意事项

是令人鼓舞的。

包括确认是否为三叶瓣、有无主动脉瓣反流及严重程
度，冠状动脉关系等。

TA方法是目前唯一可用的顺行置入方法，可用
的专门器材也仅适用于Sapein瓣。手术路径可以经一

断层扫描成像用于评估血管及其分支的大小和质

个小切口左侧开胸手术获取，具体的位置根据透视和

量也至关重要。除了可以确定血管的准确尺寸外，断

（或）超声心动图来选择。术中去除一小部分肋骨可

层扫描成像还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重要的血管病理信

能避免肋骨骨折和导致疼痛，软组织拉钩优于金属拉

息，诸如是否存在钙化斑块及斑块位置、血管扭曲程

钩也是同样的道理。打开心包，并确定左心室心尖

度、是否存在血栓。结合同步心电图的多源计算机断

部。在心尖部缝置裸线或加垫片缝线，直接穿刺将导

层扫描可以利用超声心动图获得的补充数据，并提供

丝置入左心室并跨过主动脉瓣，穿刺过程中注意避让

关于主动脉根部解剖的详尽图像。

二尖瓣装置。引导导管可以放置在胸主动脉，交换导
丝，换一根较硬的导丝。

操作程序

在球囊瓣膜成形术后，置换的瓣膜被移至相应位
置。有时候，逆行跨越严重钙化的瓣膜是一件困难

外科医师和心脏内科医师联手对于TAVR的成功

的事情，这可能需要一些附加步骤，比如放置一个

实施至关重要。手术在杂交手术室中进行，这样的环

小号的球囊来撑开瓣膜（双球囊技术，buddy balloon

境要么是对导管室做适当的转变，要么是在传统手术

technique）。通过主动脉根部造影确定合适的相机角

室基础上配备成像设备。最佳的设备配置应包括先进

度以观察主动脉瓣环平面。获得最终精确的瓣膜释放

的固定在屋顶或地面的大视场透视成像系统，仅有移

点有赖于结合透视和超声心动图来完成。瓣膜释放后

动式C臂无法满足需要。手术室应该具备可用的经食

应立即进行超声心动图评估。

管超声、全身麻醉服务设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和开

并发症

放式手术的设备，以及进行体外循环手术的能力，虽
然仅不到5%的患者需要行体外循环手术。
TAVR通常在全身麻醉下进行，术中需监测动脉

TAVR的卒中发生率颇受关注。在PARTNER试验

血压、肺动脉血压、经食管超声心动图。临时起搏导

队列A患者中，TAVR组术后30天和1年出现临床明显

线既可以经中心静脉放置于右心室，也可以经股静脉

“大事件”卒中（Rankin 评分≥2分）的风险分别是

放置。与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相同，应避

3.8%和5.1%，而外科手术组的相应风险分别为2.1%

免患者出现低体温。维持适当的血容量，当心脏指数

和2.4%。在队列B患者中，TAVR组30天和1年的卒中

2

＜1.8 L/min/m 时应当使用正性肌力药物。快速起搏

风险分别是5%和8.4%，而标准治疗组的风险分别为

前应维持患者的平均血压＞75 mmHg，以避免循环

1.1%和3.9%。

低血压、心内膜下缺血等会迅速导致血流动力学崩溃

TAVR由于植入物和钙化瓣膜移位等机械原因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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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传导系统造成影响，可能导致传导异常。Core瓣

未来的方向

术后因完全心脏传导阻滞需行起搏器植入的患者比
例介于19.2% ~ 42.5%之间，高于Sapien瓣的1.8% ~

下一代的装置处于不同的发展和测试阶段，可预

8.5%。潜在的原因可能是Core瓣的外形更大，镍钛合

见的改善包括：较小的输送系统、更精确的定位、较

金结构和瓣架在左室流出道的扩张等。相比较而言，

少的瓣周漏和可重置或回收的能力。很多已置入常规

外科AVR患者需行起搏器植入的比例通常低于10%。

人工瓣膜的主动脉瓣功能障碍患者可以通过TAVR治

血管并发症是TF-TAVR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大事
件的发生率介于2% ~ 26%之间。其预测因素包括术
者经验、是否存在血管钙化及钙化的位置、血管扭曲
以及动脉-血管鞘比值。

疗，在原有的瓣膜内置入一个新瓣膜（瓣中瓣），这
代表一类新的研究人群。
根 据 PA RT N E R 试 验 结 果 ， TAV R 适 合 于 无 法
手术或者高手术风险（STS死亡率评估>8%）的患

在手术期间或瓣膜释放后即刻可能发生血流动力

者，但是是否适用于中等手术风险（STS>4%）的

学的急剧恶化，这通常是由快速起搏导致的低血压而

患者还不确定，目前仍在研究中（PARTNER Ⅱ期临

触发。为了减少这种风险的发生，必须采用一些具体

床试验）。

的措施，包括维持适当的容量负荷、尽可能缩短快速
起搏时间以及麻醉过程中积极地控制血压。如果认为
患者血流动力学急剧恶化的风险增加，术中可选择体
外循环。针对在瓣膜释放前后常出现低心排的情况，
包括正性肌力药物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在内的积极治
疗是必要的。
少 数 情 况 下 ， TAV R 装 置 可 能 会 发 生 移 位 甚 至
栓塞。自膨胀装置瓣膜（Core瓣）可以通过一定程
度的移动直到完全合适的位置，但是球囊扩张装置
（Sapien瓣）放入正确位置的机会只有1次。移位的
瓣膜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主动脉瓣重度反流）或者
不稳定。当不稳定时，可在第一个瓣膜的位置放入第

欧洲的经验
因为监管的差异，欧洲及美国的TAVR临床经验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最近，TAVR也仅限于美国
一些参与全国性试验的中心使用。在一些医学中心，
TAVR已达AVR的30%以上。欧洲TAVR的培训模式已
经被美国效仿。主要包括教育讲座，模拟训练，到有
经验的中心参观学习和对新开展中心的监管。登记系
统的应用促进了欧洲TAVR结果和使用检测，美国已
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系统。

总结及建议

二个瓣膜（瓣中瓣），然后将两个瓣膜共同固定在瓣
环上。栓塞有可能发生在左心室内，也可能发生在主

毋庸置疑，TAVR将被更为广泛地应用并成为AS

动脉内。前者均需要急症手术治疗，后者可通过调整

患者治疗的重要手段。在美国，TAVR最近已被批准

至胸主动脉内来处理。

可以在进行商业化植入的医学中心使用。根据现有的

主动脉瓣置换后常发生主动脉瓣反流（85%的患

证据和经验可提出几点建议。这个复杂的操作需要高

者），多为瓣周漏。反复球囊扩张可以减少瓣周漏的发

度集中的注意力来避免并发症，多学科的特点使它需

生，而且是在瓣周漏较严重时的常规做法。术后1年，

要在一个高手术量的中心由基于团队的方法进行。患

75%的患者仍有少量甚至更严重的瓣周漏。目前，尚无

者的选择应根据已发表的随机数据：TAVR推荐应用

关于溶血的报道，而瓣周漏的临床意义也不明确。

于无法手术但可以从TAVR中获益的患者，用于可接

其他罕见并发症主要包括瓣环破裂，冠状动脉阻

受手术但手术风险很高的患者也是合理的。TAVR的

塞和心室穿孔。使用TA方法时，可能会发生左室破

指征可能会逐渐扩大并适用于更多的患者，每个中心

裂，此时需要使用体外循环来修补左室。

应该做好入选患者的登记。

(钱永军 译 张尔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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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摘要）

Impella泵在Fontan循环失效时作为腔肺循环辅助装置的
试验数字模型研究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 investigation of Impella pumps as cavopulmonary
assistance for a failing Fontan
Christopher M. Haggerty, Francis Fynn-Thompson, Doff B. McElhinney, Anne Marie Valente, Neelakantan
Saikrishnan, Pedro J. del Nido, Ajit P. Yoganathan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本研究目的是评估微型心室泵辅助装置在支持失效的Fontan循环中降低中央静脉压力方面的功能。
方法：在模拟Fontan循环系统中对三个Abiomed Impella泵（Abiomed, Inc, Danvers, Mass）进行评估。在基线中央
静脉压较高的情况下，通过泵速和肺血管阻力对局部的压力及流量的反应性改变，进而评估微泵的功能。
结果：从单设备支持腔肺循环的解决方案来说，左心辅助装置（Impella2.5和5.0）为次佳选择。这些装置的面积相对
于血管横截面积来说较小，置入后不能完全隔断血管横径，所以会导致显著的血液回流。此外，下游压力的增加会反
向影响上腔静脉压力。使用这两个装置对有效循环辅助显得有些勉强。右心辅助装置（Impella RP）的流出口置于左
肺动脉内，试验结果显示这种装置既可以减少血液回流，也不影响上腔静脉的血流。尽管为了保证血流能够顺利进
入对侧的肺部仍需要维持一定水平的静态压力，我们的数字模型仍然显示这种装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心静
脉压力（2~8 mmHg）。
结论：因为存在显著的反向血流及需要多装置支持，左心轴向辅助泵并不适于腔肺循环的支持。右室Impella装置
则可以增加肺动脉血流，进而适度降低中心静脉压力。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 144:563-569)

Norwood手术后住院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高危因素：
儿童心脏协作网络单心室重建试验的报告
Risk factors for hospital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fter the Norwood procedure:
A report from the Pediatric Heart Network Single Ventricle Reconstruction trial
Sarah Tabbutt, Nancy Ghanayem, Chitra Ravishankar, Lynn A. Sleeper, David S. Cooper, Deborah U. Frank,
Minmin Lu, Christian Pizarro, Peter Frommelt, Caren S. Goldberg, Eric M. Graham, Catherine Dent Krawczeski, Wyman W. Lai, Alan Lewis, Joel A. Kirsh, Lynn Mahony, Richard G. Ohye, Janet Simsic, Andrew J. Lodge,
Ellen Spurrier, et al.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我们拟对收录入单心室重建试验的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或其他右室型单心室新生儿在施行Norwood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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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住院期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高危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影响患者结果的可能预测因素包括患者相关或者手术相关的因素，以及相关临床中心的手术量和外科医
师的手术量。相关结果变量包括Norwood手术过程中、出院前，以及Ⅱ期手术过程中的死亡率、终末器官相关并发
症、通气时间延长、住院天数延长等。通过单因素或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评估死亡率的可信度。
结果：对15个临床中心的549例病例进行了前瞻性分析，30天内和住院期间死亡率分别为11.5%（63/549例）和
16.0%（88/549例）。30天内和住院期间死亡的高危因素包括低出生体重、基因异常、体外膜肺支持（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和Norwood手术当天开胸。此外，长时间深低温停循环是30天内死亡的显著性危
险因素。Norwood手术的分流类型不是30天内死亡的显著性危险因素。术后肾衰竭（n=46），脓毒血症（n=93），通
气时间延长以及存活者住院天数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基因异常，低手术量的临床中心或外科医师，开胸手术
以及Norwood手术后的再次手术。
结论：患儿自身因素、ECMO、开胸以及低手术量的临床中心或外科医师是Nor wood手术后患儿住院期间发病
率和（或）死亡率的重要危险因素。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882-895)

单心室重建试验中患者死亡的原因、时间及地点分析
Cause, timing, and location of death in the Single Ventricle Reconstruction trial
Richard G. Ohye, Julie V. Schonbeck, Pirooz Eghtesady, Peter C. Laussen, Christian Pizarro, Peter Shrader,
Deborah U. Frank, Eric M. Graham, Kevin D. Hill, Jeffrey P. Jacobs, Kirk R. Kanter, Joel A. Kirsh,
Linda M. Lambert, Alan B. Lewis, Chitra Ravishankar, James S. Tweddell, Ismee A. Williams,
Gail D. Pearson, Pediatric Heart Network Investigators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单心室重建试验对北美15个临床中心的555例随机抽取的右室型单心室并进行Norwood手术的患儿进行了分
析，这些患儿有的实施了改良Blalock-Taussig分流手术，有的实施了右室到肺动脉分流术。随机化后的结果显示，
12个月后患儿死亡或心脏移植的比例分别为：改良Blalock-Taussig分流组36%，右室到肺动脉分流组26%，结果与
其他已发表的论著结果类似。尽管死亡率很高，但有关这些死亡病例的具体情况我们还知之甚少。
方法：随机化后12个月内有164例患儿死亡。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对所有死亡病例的原因、死亡时间、地点以及其他因
素进行了记录。
结果：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心血管方面的因素（42%），然后是未知因素（24%）和多器官功能衰竭（7%）。12个月
内死亡患儿的中位年龄为1.6个月（四分位距：0.6~3.7个月），患儿死亡最多发生在Norwood手术后的住院期间。单
心室重建试验中最常见的死亡地点为医院（74%），然后是家中（13%）。29例患儿出现意外突然死亡（18%），通过
回顾分析，仅有12例伴有一些前驱症状。
结论：对于右室型单心室的新生儿，在分期手术过程中，术后12个月内死亡大多数源于心血管因素，多发生在住院
期间，且往往发生在术后前几个月。深入了解这些右室型单心室死亡病例的情况有助于降低高死亡率。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 90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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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临床中心在新生儿Norwood手术围术期处理的不同
Variation in perioperative care across centers for infants undergoing
the Norwood procedure
Sara K. Pasquali, Richard G. Ohye, Minmin Lu, Jonathan Kaltman, Christopher A. Caldarone, Christian Pizarro,
Carolyn Dunbar-Masterson, J. William Gaynor, Jeffrey P. Jacobs, Aditya K. Kaza, Jane Newburger,
John F. Rhodes, Mark Scheurer, Eric Silver, Lynn A. Sleeper, Sarah Tabbutt, James Tweddell,
Karen Uzark, Winfield Wells, William T. Mahle, et al.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在单心室重建试验中，进行Nor wood手术的新生儿随机进行改良Blalock-Taussig分流术或右室至肺动脉
分流术。除了分流术的不同之外，患儿接受当地临床中心的标准护理。我们对14个试验点在Nor wood手术患儿
住院期间的围术期处理进行了对比。
方法：546例进行Norwood手术患儿的术前、术中及术后资料通过标准化病例报告进行前瞻性采集，对不同临床中
心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
结果：孕周数、出生体重、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的比例等在不同临床中心之间都类似。但是术前记录变量在多中
心间不尽相同，包括致死性诊断率（范围：55% ~85%），术前插管（范围：29% ~91%）和肠道营养。围术期和术
中的一些变量在各中心也有所不同，包括中位转流时间（范围：74 ~189分钟）和其他灌注变量，以及主动脉弓重
建技术、术中药物应用、改良超滤的使用（范围：48% ~100%）等等。其他与术后护理有关的变量包括：开胸比
例（范围：35% ~100%）、中位重症监护室滞留时间（范围：9~ 44天）、出院时喂养方式、术后家庭护理监控（范
围：1% ~10 0%，5个地方没有这种随访）。总体而言，住院死亡或心脏移植的比例为18%（各中心的比例范围：
7%~39%）。
结论：Norwood手术患儿住院期间的围术期处理在不同临床中心有所不同。需要深入分析并评估这些差异对手术
结果的影响，这样有利于将来的研究并改进临床效果。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 915-921)

胸外科手术（摘要）

胸段食管鳞癌的淋巴转移规律：一项单中心经验
Pattern of lymphatic spread in thoracic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 single-institution experience
Bin Li, Haiquan Chen, Jiaqing Xiang, Yawei Zhang, Chenguang Li, Haichuan Hu, Yang Zhang

陈晓辉 译 翁国星 校

目的：对于接受根治性食管癌切除手术的患者来说，淋巴结转移是极为重要的预后因素之一。而即便如此，对于淋
巴结清扫范围却一直存在着争议。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大样本研究来确定淋巴结转移的频率并探讨其转移规律。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1361例接受治愈性R0食管癌切除术的胸段食管鳞癌患者的资料。应用Log ist ic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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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法分析影响淋巴结转移的因素。
结果：在1361例患者中，714例（52.5%）存在淋巴结转移。随着肿瘤浸润深度的增加淋巴结转移的发生率也相应增
加。气管旁淋巴结转移最为常见（15.9%）。颈部淋巴结转移发生率为9.8%，上纵隔转移发生率为18.0%，中纵隔转
移发生率为18.9%，下纵隔转移发生率为11.8%，腹部淋巴结转移发生率为28.4%。714例患者中，424例（31.2%）患
者表现为单野淋巴结受累，255例（18.7%）为双野受累，35例（2.6%）为三野受累。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长度
（P <0.001）、肿瘤浸润深度（P <0.001）、肿瘤分化程度（P <0.001）及淋巴管浸润（P <0.003）为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
素。肿瘤位置（P <0.001）、浸润深度（P =0.003）、淋巴管浸润（P =0.004）和气管旁淋巴结受累（P =0.002）被认为是
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
结论：腹部淋巴结转移比颈部淋巴结转移更为常见。因而全纵隔及上腹部淋巴结清扫应谨慎进行。对不同患者
来说，特定因素，如肿瘤位置、浸润深度、淋巴管侵润和气管旁淋巴结受累情况有助于决定是否需施行颈部淋巴
结清扫。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778-786)

小分子RNA序列多态性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根治术后复发的影响
The prognostic impact of microRNA sequence polymorphisms
on the recurrence of patients with
completely resect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Kyong-Ah Yoon, Hyekyoung Yoon, Sohee Park, Hee-Jin Jang, Jae Ill Zo, Hyun-Sung Lee, Jin Soo Lee

陈晓辉 译 翁国星 校

目的：众所周知的基因表达调控因子小分子RNA（miRNAs）是通过翻译抑制因子来发挥作用。研究显示miRNAs
的多态性是通过影响miRNA的加工处理过程和（或）miRNA-mRNA相互作用来发挥其调节功能。本研究旨在探
讨miRNA前体和miRNA原序列中常见的7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与非小细
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根治术后复发的关系。
方法：在388例NSCLC患者检测miRNAs前体中发现的5个SNPs（rs11614913/miR-196a2、rs2910164/miR-146a、
rs6505162/miR-423、rs2289030/miR-492和rs895819/miR-27a）和miRNA原序列中发现的2个SNPs（rs7372209/
miR-26a-1和 rs213210/miR-219-1）的基因表型被成功标识。
结果：在388例NSCLC患者中，rs2910164 SNP的变异体与无复发生存期显著相关（P =0.016，log–rank检验）。在对
肿瘤分期进行细分时发现在Ⅱ期和Ⅲ期患者中rs2910164和rs11614913的SNPs与更好的无复发生存期呈正相关（校
正后危险比分别为0.48和0.60；95%可信区间分别为0.28~0.80和0.38~0.94）。而且，随着rs2910164与rs11614913的
SNPs变异等位基因数量增加无复发生存期亦显著提高。
结论：我们的研究提示miR-146a的rs2910164与miR-196a2的rs11614913两者的多态性与NSCLC根治术后患者的预
后相关。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79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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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血管病（摘要）

经右胸心脏跳动下再次二尖瓣手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
Beating heart surgery via right thoracotomy for reoperative mitral valve surgery:
A safe and effective operative alternative
Matthew A. Romano, Jonathan W. Haft, Francis D. Pagani, Steven F. Bolling

孙厚荣 译 吴树明 校

目的：右侧开胸低温室颤技术早已用于再次二尖瓣手术，这种术式可避免再次胸骨切开术的一些并发症，如对
前次手术移植的桥血管的损伤和出血。此外，我们做了改进，在心脏跳动下手术，从而进一步简化了手术过程，
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我们回顾分析了1996年至2011年间450例在密歇根大学接受经右胸再次二尖瓣手术患者的治疗结果。其中
134例室颤下行再次二尖瓣手术，316例在心脏跳动下手术。尽管手术年代是循序的，但患者的年龄、手术危险因
素、纽约心脏协会（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心功能分级和术前左室射血分数无明显差异。心脏
跳动下手术者体外循环期间患者的中心体温为32°C，室颤下患者的中心体温为26°C。
结果：心脏跳动下手术者的体外循环时间更短（81±9分 钟 vs. 113±36 分 钟）。心脏跳动下手术者比室颤下
手术者使用的血液制品更少：浓缩红细胞为1.65±2单位 vs. 3.8±5单位，新 鲜冰冻血浆为0.6±1. 2单位 vs.
1.8±4单位，血小板为1.02±4单位 vs. 7.5±17单位（P 值均小于0.01）。与之相反，室颤下手术者术后机械通气
时间比心脏跳动下手术者更长（34±101 小时 vs. 15.5±27小时；P <0.01）。而30天死亡率两组相似（心脏跳动
下手术者为6.5%，室颤下手术者为7.4%），术后住院时间两组相同，均为7天。脑卒中发病率在心脏跳动下手
术者中为2.6%，在室颤下手术者中为3%。罕见严重手术并发症，无灾难性出血并发症，两组中仅各有2例需再
次开胸探查。
结论：随着二次心脏手术的不断增加，人们需要采用既安全、便利，又能改善疗效的手术技术。作为一种可选术
式，经右胸心脏跳动下再次二尖瓣手术，具有体外循环时间短、输血少、术后机械通气时间短、死亡率低的特点。
因此，这一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应考虑用于此类复杂手术。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334-339)

技术进展及基础科学（摘要）

经心尖不停跳心脏内镜技术非体外循环下探查心脏瓣膜
Transapical beating heart cardioscopy technique for off-pump visualization
of heart valves
Muralidhar Padala, Jorge H. Jimenez, Ajit P. Yoganathan, Albert Chin, Vinod H. Thourani

王坚刚 译 孟旭 校

目的：随着经导管技术进行复杂心内操作的进展，内镜下进行心内操作的技术亦引发人们很大的兴趣。在本研究
中，我们证实了使用新的经心尖心脏内镜系统可在猪模型（实验用猪）中显示心内结构。
49

��.indd 49

12/26/2012 11:51:10 AM

方法：心脏内镜的设计是在其尖端装有微型CCD摄像机，外覆钝性凸面树脂玻璃，这样使得该器械不仅能够显
示前方组织，也可对其进行推挡。将实验用猪麻醉后，采用正中开胸（n=4）或小切口（n=1）后经心尖入路，使用
11-mm心脏内镜可在心脏不停跳的情况下获取多种心脏结构的图像。摄像头获得的图像传输至显示器，以便术
者引导心脏内镜的放置。
结果：术中采集到实验用猪在体不停跳左心的图像并辨明了各种结构。首先评价了乳头肌和二尖瓣装置。然后
进入左心房，确认肺静脉开口及左心耳。之后，将镜头置于左心室内，可见主动脉瓣的心室面。在直视下使镜头
穿过主动脉瓣进入升主动脉，可见左右冠状动脉。在探查过程中通过设备的侧孔置入导管，确认主动脉瓣叶的
位置。操作过程中实验用猪心率稳定，亦未发生明显的血压下降。术中及术后移除接口、缝合心尖切口的过程
中失血量极少。
结论：经心尖心脏内镜这种新技术可以在不停跳猪心中精确地显示心内结构，无需使用体外循环。这项技术可
能有助于在避免使用放射线的情况下进行微创瓣膜手术、心内操作或升主动脉手术。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231-234)

围术期管理（摘要）

术前使用阿司匹林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影响：
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随机试验
Effects of preoperative aspirin in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A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randomized trial
Marek A. Deja, Tomasz Kargul, Wojciech Domaradzki, Tomasz Stącel, Witold Mazur, Wojciech Wojakowski,
Radosław Gocoł, Ewa Gaszewska-Żurek, Paweł Żurek, Agata Pytel, Stanisław Woś

王坚刚 译 孟旭 校

目的：本试验旨在探讨心脏手术实践中术前使用阿司匹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该单中心、双盲、平行对照试验纳入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夜口服300 mg阿
司匹林或安慰剂。使用随机数表分组后，患者取用编号1- 40的瓶中药品（可能为阿司匹林或安慰剂）。治疗分组
对患者、手术医师、麻醉医师及研究者而言均为盲态。主要安全性终点如下：术后12小时内出血量大于750 ml及
总胸腔引流量超过1000 ml。次要疗效终点为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再次血运重建的复合终点。
结果：共 计3 9 0 例 患 者分入 阿司匹林 组（可分 析 者3 8 7例），3 9 9 例 分入安 慰 剂 组（可分 析 者3 9 6 例）。中位
随访 时 间为 53 个月。5 4 例 安 慰 剂 使 用 者 和 8 6 例 阿司匹林使 用 者 术后1 2 小 时 内出 血 量 超 过 75 0 m l（O R：
1. 81，9 5% C I：1. 2 5 ~2 . 6 3），96例安慰剂使用者和131例阿司匹林使用者胸腔总引流量超过10 0 0 m l（OR：
1.60，95% CI：1.17~2.18）。术前使用阿司匹林可降低远期非致命性 冠状动脉事件（心肌梗死或再次 血运重
建）的风险—H R：0.58（95% CI：0.33 ~ 0.99），并有降低严重心脏不良事件[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再次 血
运重建，HR：0.65（95% CI：0.41~1.03）]的趋势。
结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期间使用阿司匹林增加术后出血但可减少冠状动脉事件的远期风险。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204-209.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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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支气管镜介入治疗术后气管支气管狭窄的效果
Results of interventional bronchoscopy in the management of postoperative
tracheobronchial stenosis
Byeong-Ho Jeong, Sang-Won Um, Gee Young Suh,
Man Pyo Chung, O Jung Kwon, Hojoong Kim, Jhingook Kim

王坚刚 译 孟旭 校

目的：在一家三级转诊医院进行回顾性研究，以探讨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在术后气管支气管狭窄患者中的作用。
方法：2000年1月至2010年7月间的30例患者接受了106次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包括球囊扩张、探条扩张、Nd:YAG
激光切除和支架植入。上述患者被纳入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34个月。
结果：30例患者中有19例（63%）需使用硅胶支架。97%的患者经过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后呼吸困难得到改善。
在气道情况稳定后，19例患者中有7例（37%）在植入术后中位7个月时成功移除支架。有3例（10%）患者扩张
气道介入治疗失败。所有患者均未发生手术操作相关的死亡或肺炎，但有9例（30%）患者在术后30天内需要进
行额外的介入治疗。再狭窄（43%）、肉芽组织增生（33%）、支架移位（32%）、痰液滞积（30%）及移除支架后
气管软化（16%）等支架相关的迟发性并发症（70%）在支气管镜随访中均得以控制。
结论：对于术后气管支气管狭窄但不适合手术治疗的患者，支气管镜介入治疗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模式。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144:2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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