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2 月
第5 卷 第1 期

ISSN 2214-028X

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文版)
述评

主动脉瓣狭窄的早期诊治有助于改善预后并挽救患者生命

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主动脉瓣疾病外科治疗的当代经验
Fontan循环中缺少血流搏动对肺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胸外科手术

应用胸腔镜对接受新辅助治疗后的ⅢA 期（N2）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进行术前纵隔再分期的Ⅱ期前瞻性试验：癌症
和白血病B组39803方案的研究结果
Barrett 食管监测对食管腺癌患者食管保留、肿瘤分期和生存
的影响

获得性心血管病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急诊手术但未行内膜破口隔绝术的
预后
二尖瓣前叶脱垂的微创修复
单纯重度三尖瓣反流外科治疗后的临床结局及超声心动图
结果

2014 年 2 月
第 5 卷 第1 期

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文版)

© 2014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is published by Elsevier and is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 (AATS).
This edition of the Jour 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 y is published
by ar rangement with Elsevier Inc. and AAT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Editor-in-Chief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Lawrence H. Cohn
Boston, MA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e local editorial board selected and approved the content.
No responsibility is assumed by Elsevier, its licensors or associates, for any injury and/or
damage to persons or property as a matter of products liability,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or from any use or operation of any methods, products, instructions, or ideas contained
in the material herein. Because of rapid advances in the medical sciences, in particular,
independent veriﬁcation of diagnoses and drug dosages should be made.
Although advertising material is expected to conform to ethical (medical) standards,

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文版)

inclusion in this publica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 guarantee or endorsement of the quality
or value of such product or of the claims made of it by its manufacturer.

名誉主编

本刊物版权所有。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由Elsevier 出版，

朱晓东

是美国胸心外科学会（AATS）的官方期刊。
主编

AATS授权Elsevier Inc.制作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中文版。

胡盛寿

未经书面许可，严禁以任何形式复制、传播本刊内容或将其储存于任何检索系统中。中文
副主编
石应康
王春生
易定华

版编委会挑选并批准中文版内容。
庄
张

建
逊

高长青
赫 捷

损失，Elsevier及其授权人、合作伙伴毋须承担任何责任。由于医学发展迅速，读者必须对

编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达 嘎
何建行
刘 苏
孟 旭
王 俊
吴树明
徐志伟
支修益

因产品责任、疏忽或使用文章中介绍的方法、产品或观点等对人身或财产所造成的伤害或

董念国
蒋树林
刘晓程
倪一鸣
王 巍
肖颖彬
张尔永

韩 涛
景 华
龙 村
孙宗全
翁国星
徐志飞
张 林

诊断和药物剂量作出独立判断。
所有刊登在本刊的广告均应符合伦理（医学）标准，在此刊登并不保证相关产品的质量、价
值或厂商的主张。

编辑部主任
王

巍

13RE2381

Editor-in-Chief

Lawrence H. Cohn, Boston, MA
Associate Editors
Acquired Cardiovascular
John S. Ikonomidis, Charleston, SC
Hartzell V. Schaff, Rochester, MN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Nevin Katz, Baltimore, MD
Ethics Editor
Cary W. Akins, Boston, MA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Emile A. Bacha, New York, NY
Christopher A. Caldarone, Toronto, Canada
Evolving Technology/Basic Science
Frank W. Sellke, Providence, RI
Statistics Editor
Eugene H. Blackstone, Cleveland, OH

Niv Ad, Falls Church, VA
Sary F. Aranki, Boston, MA
Erle H. Austin III, Louisville, KY
Carl L. Backer, Chicago, IL
Vinay Badhwar, Pittsburgh, PA
Leora Balsam, New York, NY
Munir Boodhwani, Ottawa, Canada
Michael A. Borger, Leipzig, Germany
Scott M. Bradley, Charleston, SC
Duke E. Cameron, Baltimore, MD
Andrea Carpenter, San Antonio, TX
Thierry-Pierre Carrel, Berne, Switzerland
Robert Cerfolio, Birmingham, AL
Frederick Y. Chen, Boston, MA
Yolanda L. Colson, Boston, MA
Michael N. D’Ambra, Boston, MA
Hiroshi Date, Kyoto, Japan
Joseph A. Dearani, Rochester, MN
William M. DeCampli, Orlando, FL
Chadrick E. Denlinger, Charleston, SC
John A. Elefteriades, New Haven, CT

James I. Fann, Stanford, CA
Victor A. Ferraris, Lexington, KY
Daniel J. Fitzgerald, Boston, MA
Raja Flores, New York, NY
Charles D. Fraser, Jr., Houston, TX
J. William Gaynor, Philadelphia, PA
Donald D. Glower, Jr., Durham, NC
Alden H. Harken, Oakland, CA
Sheng-shou Hu, Beijing, China
Kirk R. Kanter, Atlanta, GA
Benjamin Kozower, Charlottesville, VA
Irving L. Kron, Charlottesville, VA
Paul A. Kurlansky, Miami, FL
Jennifer S. Lawton, St. Louis, MO
Harold L. Lazar, Boston, MA
Michael J. Liptay, Chicago, IL
Audrey C. Marshall, Boston, MA
Patrick McCarthy, Chicago, IL
P. Michael McFadden, Los Angeles, CA
Carlos A. Mestres, Barcelona, Spain

General Thoracic
Bryan F. Meyers, St. Louis, MO
Thomas W. Rice, Cleveland, OH
Cardiothoracic Education & Training
Ara A. Vaporciyan, Houston, TX
Managing Editor
Ryan E. Walther, Beverly, MA

Editorial Board
Marc R. Moon, St. Louis, MO
Christina T. Mora-Mangano, Palo Alto, CA
Sudish Murthy, Cleveland, OH
Katie Nason, Pittsburgh, PA
Thomas Ng, Providence, RI
Rick Nishimura, Rochester, MN
Soon J. Park, Rochester, MN
Frank A. Pigula, Boston, MA
Hans-Joachim Schaefers, Homburg/Saar, Germany
Oz M. Shapira, Jersualem, Israel
Richard J. Shemin, Los Angeles, CA
Edward G. Soltesz, Cleveland, OH
Rakesh Suri, Rochester, MN
Lars G. Svensson, Cleveland, OH
John Toole, Charleston, SC
Dirk E. M. Van Raemdonck, Leuven, Belgium
Federico Venuta, Rome, Italy
Jakob Vinten-Johansen, Atlanta, GA
Richard D. Weisel, Toronto, Canada
Y. Joseph Woo, Philadelphia, PA
Stephen C. Yang, Baltimore, MD

Former Editors
Evarts A. Graham, 1931-1957
Emile F. Holman, 1957-1962

Brian B. Blades, 1962-1977
Dwight C. McGoon, 1977-1987
Andrew S. Wechsler, Emeritus, 2000-2007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
President
President-Elect
Vice President
Treasurer
Secretary
Editor
Executive Director
Councilors

David J. Sugarbaker, Boston, MA
Pedro J. del Nido, Boston, MA
Joseph S. Coselli, Houston, TX
Duke E. Cameron, Baltimore, MD
Marc R. Moon, St. Louis, MO
Lawrence H. Cohn, Boston, MA
Cynthia VerColen, Beverly, MA
David H. Adams, New York, NY
J. William Gaynor, Philadelphia, PA
Shaf Keshavjee, Toronto, Canada
Jose Pomar, Barcelona, Spain
Hartzell V. Schaff, Rochester, MN
Lars G. Svensson, Cleveland, OH

John W. Kirklin, 1987-1994
John A. Waldhausen, 1995-2000

The Western Thoracic Surgical Association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Secretary
Treasurer
Councilors-at-Large

Councilor/Founder
Historian
Representatives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 ACS
Editor

Thomas A. Burdon, Palo Alto, CA
Michael S. Mulligan, Seattle, WA
John C. Chen, Honolulu, HI
Patricia A. Thistlethwaite, La Jolla, CA
Joseph C. Cleveland, Jr, Aurora, CO
James I. Fann, Stanford, CA
Sean C. Grondin, Calgary, Canada
Mark T. Metzdorff, Denver, CO
Arthur N. Thomas, Hillsborough, CA
Marvin Pomerantz, Denver, CO
John D. Mitchell, Aurora, CO
Lawrence H. Cohn, Boston, MA

目

录

述评
主动脉瓣狭窄的早期诊治有助于改善预后并挽救患者生命
Thierry-Pierre Carrel, Walter Dembitsky, Gilles Dreyfus,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4-5

1

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主动脉瓣疾病外科治疗的当代经验
Muhammad S. Khan, Andres X. Samayoa, Diane W. Chen,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512-521

3

Fontan循环中缺少血流搏动对肺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Roland Henaine, Mathieu Vergnat, Emile A. Bacha,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522-529

13

胸外科手术
应用胸腔镜对接受新辅助治疗后的ⅢA期（N2）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术前纵隔再分期的Ⅱ期前瞻性试验：癌症和白血病B组39803方案的研究
结果
Michael T. Jaklitsch, Lin Gu, Todd Demmy,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9-16

21

Barrett食管监测对食管腺癌患者食管保留、肿瘤分期和生存的影响
Kimberly S. Grant, Steven R. DeMeester, Vanessa Kreger,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31-37

29

获得性心血管病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急诊手术但未行内膜破口隔绝术的预后
Satoshi Unosawa, Mitsumasa Hata, Tetsuya Niino,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67-71

36

二尖瓣前叶脱垂的微创修复
Bettina Pfannmüller, Joerg Seeburger, Martin Misfeld,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109-113

41

单纯重度三尖瓣反流外科治疗后的临床结局及超声心动图结果
Joon Bum Kim, Sung-Ho Jung, Suk Jung Choo,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278-284

46

摘要
婴儿期心脏手术后癫痫发作脑电图与4周岁时执行能力和社会行为的缺陷相关
J. William Gaynor, Gail P. Jarvik, Marsha Gerdes,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132-139

53

早期手术治疗儿童感染性心内膜炎的15年经验
Pirouz Shamszad, Muhammad S. Khan, Joseph W. Rossano,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506-511

53

pT2N0M0食管鳞癌的肿瘤位置及分化程度对患者生存有影响吗？
Dongrong Situ, JunyeWang, Peng Lin,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45-51

54

临床ⅠA期肺腺癌肺段切除与肺叶切除的治疗效果比较：多中心研究的倾向匹配分析结果
Yasuhiro Tsutani, Yoshihiro Miyata, Haruhiko Nakayama,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358-364

54

A型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行冠状动脉上升主动脉置换术后主动脉根部情况的长期观察
Bartosz Rylski, Friedhelm Beyersdorf, Philipp Blanke, et 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285-290

55

述评

主动脉瓣狭窄的早期诊治有助于改善预后并挽救患者生命

2005年美国约有500万成年人被诊断患有主动脉

小，其生存预期都将大大降低，且治疗费用更高。

瓣膜疾病。其中在65~79岁人群中的患病率约为8%，

因此，我们质疑针对“高危”和无法手术患者的

而在80~84岁人群中这一数字急剧上升至16%。对于

推荐治疗措施其价值所在，因为这一阶段的治疗被

年龄为65岁以上的个体患者，瓣膜置换术往往未被

认为是姑息性的。美国近期一项已发表于Circulation

充分应用（应用率＜10%）而贻误病情 。症状的进

杂志、基于胸外科医师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展通常是手术干预的主要驱动力。过去40多年来普遍

Surgeons，STS）数据库的大规模统计研究显示：

认为临床观察适于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处理。当前美

STS风险评分不小于10%的7000多例患者行传统手术

国心脏病学学院/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后的中位生存时间仅为2.6年；而年龄介于65~80岁之

[1]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CC/AHA）

间、STS风险评分小于4%的100 000例患者在接受主

指南（2008版）建议无症状的患者出现Ⅱb类指征时

动脉瓣置换术后能有10年以上高质量的生存时间。80

应进行手术治疗[2]。

岁以上的患者，即使同期行冠状动脉手术，其中位生

近年来的一些临床证据对这一沿用的诊治策略
提出新的挑战。几项随机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用于减
缓主动脉瓣狭窄病情进展的药物治疗是无效的（以
每年平均约6 mm Hg的梯度进展，瓣膜面积每年减
少0.1 cm 2 ），因而临床实际应用中观察随访的风险
可能比手术更大 [3]。许多研究表明主动脉瓣置换术后
的远期效果因手术时机不同而各异。早期手术的患
者可以有15年以上高生活质量的存活期以及较低的
医疗费用，可以认为这些患者已基本痊愈，因为他
们的生存预期已经与同年龄段的普通人群相当 [3]。相
反，如果出现症状后再接受手术，无论患者年龄大

存时间仍超过7年[4]。
尽管严重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可能会发作心绞痛
或者晕厥，他们的主要临床表现还是心力衰竭的隐性
症状，且明显症状常出现于疾病进展的后期。最重要
的是，越来越多的功能、影像、超声心动图、病理、
生物等有效筛查手段都指出接受早期瓣膜置换术患者
的预后良好 [5]。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心室射血
分数保持正常，心肌的亚临床改变仍进展迅速。心肌
逐渐肥大会促进间质纤维化，从而导致心功能的不可
逆性下降。超过半数的无症状患者通常会有潜在的
不可逆性肺动脉高压，从而降低生存预期。主动脉
瓣钙化评分被认为是仅存在中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
无事件生存期的独立预测因子。2012年9月更新的欧
洲心脏病和心脏手术协会指南（Guidelines from the
European Cardiology and Cardiac Surgery Societies）
建议运动试验阳性的无症状患者行手术治疗 [6]。左心
室肥大到心力衰竭的悄悄转变揭示了在逐渐升高的后
负荷压力下左心室衰竭的临界点。这预示着症状开始
出现以及较差的预后。
预防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引起的不可逆性心肌损伤
的临床益处似乎显而易见，而不需要随机前瞻性研究
来对比早期瓣膜置换术与观察等待的死亡率。因为伦
理的缘故，如此复杂的研究也很难完成。另外，随机

1

1

选择可能会存在方法学的问题，因为相当数量的无症

险与所植入的装置材料方面权衡利弊。当前市售的瓣

状患者可能会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出现症状，并与治疗

膜在设计、材料以及组织保存方面仍然停留在20世纪

组形成交叉。因此，获得足够的统计学意义或许要经

70、80年代的水平。“与创业期相反，创新的勇气和

过很多年。

动力已因产品的商业化策略而缺乏。”尽管经皮导管

因为低危患者可以通过手术获得痊愈，而主动脉

瓣膜技术给高龄患者提供了一种姑息治疗的选择，但

瓣狭窄若未经治疗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不可逆性心肌损

对于年轻患者而言其对瓣膜替代物在无需抗凝、可终

伤，所以认为等待-观察的保守策略的远期预后会好

生使用方面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如果能有更好

于早期手术治疗是违背直觉的。

的瓣膜替代物，治疗策略将会更加倾向于早期干预，

诊断学方面的进步有望终结这一许久的困境，
并将逆转准备行姑息治疗的终末期患者不断增多这
一趋势。
当病理学无法判定生死攸关的预后问题时，预

从而改善预后。
本文作者特别感谢Rolland Siegel，Lawrence N. Scotten
以及DiplT等在初稿撰写过程中给予的大力帮助。

防是最好的选择。这一准则在肿瘤及其他许多致
命性疾病上已经确立。考虑到高发生率，严重主动

参考文献

脉瓣狭窄（继而心脏病发生）不应被排除在外。因
此，我们需更加关注主动脉瓣狭窄无症状期的早期
检出，以及应用行之有效的方法选择合适的手术时
机来进行瓣膜置换。这一措施可以大大减少被认定
为无法手术或者高危的患者数量。
虽历经10余年，且在世界范围内已完成超过
50 000例的手术，经皮导管瓣膜植入仍处于试验阶
段。手术复杂、血管并发症、局部钙化、瓣周漏、传
导障碍以及休克，一直困扰着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因
为这种操作的长期风险和益处仍然未知，而已被广泛
认可的手术操作能迅速彻底地改善寿命和生活质量，
这就无需通过改进这种技术来重新审视比较其与观
察-等待这一保守策略的价值优劣。先前提到的大规
模回顾性研究 [4]提示，系统检查和早期治疗能挽救成
千上万人的生命，且能节省大量的费用。
在选择恰当的手术干预时机时经常需要在手术风

（丛壮壮 译 景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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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主动脉瓣疾病外科治疗的当代经验

目的：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主动脉瓣疾病的外科治疗涉及复杂的决策，其最佳手术方案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本研究
旨在总结分析大型儿童专科医院在主动脉瓣手术方面的当代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1995年6月至2011年12月行主动脉瓣修复或置换的儿童患者（年龄≤18岁）。
结果：共有241例患儿接受285次主动脉瓣手术（其中修复97例，置换188例）。在院内生存率方面，修复术为98%，
置换术为97%。对修复术后的患儿进行随访观察，再手术者16例（17%），晚期死亡3例（3%）。对置换术后的患
（其中同种异体瓣膜27例，自体瓣膜3例，机械瓣1例），晚期死亡8例（4%）
儿进行随访观察，再手术者31例（16%）
（其中同种异体瓣膜5例，自体瓣膜2例，机械瓣1例）。在接受瓣膜修复术的患儿中，婴幼儿组（P =0.048）和动脉
干组（P <0.05）再次手术或死亡的豁免率较低。在接受瓣膜置换术的患儿中，婴幼儿以及合并有先天性心脏病或
进行同种异体瓣膜置换的患儿再次手术或死亡的豁免率较低（P <0.0001）。对接受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患者行Cox
回归分析显示婴幼儿和同种异体瓣膜置换为死亡/再次手术的高危因素。

结论：在长期随访中，一般而言主动脉瓣修复和置换术的死亡率和再手术率不高。但婴幼儿患者行主动脉瓣修复
或置换术后出现死亡或再次手术的风险较高，此外合并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在接受动脉干瓣膜修复和主动脉
瓣膜置换术后，瓣膜往往难以存活。在瓣膜选择方面，同种异体瓣膜置换术后有较高的死亡/再次手术发生风险，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512-21）
且再次手术或死亡的豁免率最低。

儿童主动脉瓣疾病的手术治疗涉及复杂的决策，

换瓣膜应具有永久的耐用性，不引起宿主免疫反应，

预后会影响其几十年的生活。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治

与正常主动脉瓣膜具有类似的血流动力学特征，无需

疗策略，但是如果就一个人的正常寿命而言，目前基

抗凝治疗，植入相对安全易行，更主要的是其应具有

本上没有一个可以绝对永久耐用的方案。对大多数因

与患儿同步生长发育的潜力。由于对完美的儿童换瓣

主动脉瓣疾病接受手术的儿童来说，再次手术是一个

手术方案缺乏共识，所以大多数小儿心脏外科医师认

不可避免的结果。目前对儿童主动脉瓣疾病的最佳治

为对合适的患者行自体主动脉瓣修复是行之有效的姑

疗方案还没有达成共识。

息性治疗方法[3-5]。尽管有许多研究报道称主动脉瓣膜

在临床实践中，儿童主动脉瓣疾病治疗方案尚未
规范统一[1,2]。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缺乏一个真正“理
想”的换瓣手术可供选择。理论上讲，理想的儿童置

修复术很安全且中期瓣膜功能可接受，但再次手术依
然不可避免[6,7]。
外科医师向患儿家庭介绍可供选择的换瓣手术方
案常被认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与成人心脏手术
相比，有关儿童治疗方面的资料相对较少且不完整。
目前常用的手术方案包括机械瓣、同种异体瓣膜置
换、自体肺动脉瓣移植术（Ross手术）以及各种生物
瓣膜。在面临抉择时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令人
困惑，甚至令人沮丧的问题。尽管不同的医疗机构可
能存在各种偏倚，但是现有的客观的长期随访资料依
然有限。
在我们的治疗中心，为罹患主动脉瓣疾病的
儿童提供了多种治疗方案。因此，本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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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缩写及缩略词
ACEI/ARBs =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
张素受体拮抗剂
AoV
= 主动脉瓣
CHD
= 先天性心脏病
FRD
= 免于再次手术或死亡

纳入分析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手术时体重、
既往主动脉瓣手术的次数，既往主动脉瓣膜成形术的
次数、诊断标准（如前所述）、瓣膜修复类型、置换
瓣膜的类型、辅助通气时间、重症监护病房的停留时
间和住院天数、术后并发症以及出院情况。术前和后
期随访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监测瓣膜功能不全的严重

是分析大型儿童专科医院开展主动脉瓣手术的同

程度、左室舒张末期和收缩末期容积，z评分（高于

期效果。

或低于体表面积的平均预期容积的标准差），用z评
分缩短分数（shortening fraction z-scores）衡量左心

方法
本文回顾性分析1995年6月至2011年12月在得克萨
斯州儿童医院（Texas Children's Hospital）接受主动脉

室功能。同时记录再手术和死亡率的情况。
数据分析
连续变量以中位值（最小值和最大值）或均数

瓣修复术或置换术的患儿资料。手术时年龄≤18岁的

±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以频数（百分比）表示。

患儿纳入到本研究中。本研究经贝勒医学院（Baylor

置换、修复失败率和死亡率采用Kaplan-Meier和生命

College of Medicine）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实施。

表的方法，建立时间变化的模型，并报告免于主动

数据收集

脉瓣再次手术或死亡（freedom from reintervention or
death，FRD）的情况。不包括除主动脉瓣以外的再

从电子数据库（包括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数据库，

次干预，例如Ross手术后的右心侧再干预不包括在此

小儿心脏/超声数据库等）和临床记录中收集研究对

分析范围内。应用多变量Cox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影响

象的资料。为获得最完整的随访资料，我们采取直接

主动脉瓣修复和置换治疗失败的相关因素。所有的数

联系近期未来医院复查的患儿家属，并指导电话访

据均利用IBM SPSS 19（IBM，Armonk，NY）软件

视。本研究中患儿的长期随访（出院后）成功率为

进行分析。

85%。在心脏瓣膜手术后并发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报
道方面遵从现有通用的准则[8]。

结果

所有研究对象分为两组：主动脉瓣修复组或置
换组。

本研究中，共有241例儿童进行285次主动脉瓣

主动脉瓣修复 接受修复手术的患儿根据所患疾

手术。初次手术时的年龄中位值为6.8岁（1天~18

病的不同又被分为三类，包括：单纯主动脉瓣膜疾病

岁），其中87例（占36%）为女性。初次手术时的体

组，同时合并其他先天性心脏疾病（congenital heart

重中位值为21.7 kg（2~110.2 kg）。

disease，CHD）的主动脉瓣膜疾病组，以及伴瓣膜
功能不全的永存动脉干组。外科修复方法分为简单手

主动脉瓣修复

术或复杂手术，并分别进行分析。复杂修复术包括瓣

92例患儿[36例（39%）女性]行97次主动脉瓣修

叶再悬吊、抬高、增大，广泛瓣叶切除并重建，瓣叶

复术，年龄中位值为2.6岁（1~18岁），体重中位值

交界折叠，瓣环成形，保留瓣膜的主动脉根部修复和

为11.6 kg（2.1~110.2 kg）。大部分行主动脉瓣修复

Trusler修复。其余修复方式均归为简单手术。排除标

的患儿（74例，76%）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包括22例

准为主动脉瓣下纤维隔膜切除术。

（23%）伴有瓣膜功能不全的永存动脉干患儿]，23例

主动脉瓣置换 根据选择的置换瓣膜种类不同，

（23%）为单纯的主动脉瓣疾病。大部分接受主动脉

该组患儿又可分为自体肺动脉瓣移植（Ross手术），

瓣修复术的患儿（80例，82%）即往无主动脉瓣干预

同种异体瓣膜置换，机械瓣/带瓣管道（如单纯瓣膜

史（导管介入或外科手术）。41例（42%）患儿行简

或Bentall手术）和生物瓣等亚组。同期行瓣环扩大手

单主动脉瓣修复术，56例（58%）患儿行复杂主动脉

术的患儿亦被纳入研究中。

瓣修复术（表1）。主动脉瓣修复术的适应证包括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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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接受主动脉瓣修复术患儿的一般情况
特征
年龄中位值（范围）
女性（%）
体重中位值（kg，范围）
诊断分组
单纯主动脉瓣疾病（%）
合并其他先天性心脏病的主动脉瓣疾病（%）
永存动脉干瓣膜（%）
有BAV史（%）
有主动脉瓣干预史（%）
平均CPB时间±SD（分钟）
平均主动脉阻断时间±SD（分钟）
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中位值（天，范围）
ICU住院时间中位值（天，范围）
住院时间中位值（天，范围）
30天的存活率（%）

简单修复（n=41）

复杂修复（n=56）

P值

7.5个月（1天~16.8岁）
15（37）
6.8（2.4~93）

4.3岁（5天~18岁）
24（43）
20.1（2.1~110.2）

0.037
0.675
0.033

11（27）
30（73）
0（0）
6（15）
7（17）
166±52
104±41
1（0~10）
4（1~12）
8（3~194）
40（98）

12（22）
22（39）
22（39）
3（5）
11（20）
215±79
137±62
1（0~14）
3（0~9）
6（1~141）
55（98）

<0.0001

0.161
0.797
0.001
0.005
0.658
0.027
0.094
1.0

P 值粗体表示有显著性差异。BAV，主动脉瓣成形术；CPB ，体外循环；SD，标准差；ICU，重症监护病房。

脉瓣关闭不全46例（47%）、狭窄17例（18%）、狭窄

转行主动脉瓣置换。住院期间死亡2例：1例为永存动

合并关闭不全31例（32%），其余3例（3%）为无瓣膜

脉干，修复术后发生肺高压及血流动力学紊乱；另1

功能不全的主动脉根部扩张。共有8例（8%）因主动脉

例死亡病例为存在不连续肺动脉的患儿，合并严重主

根部扩张需行保留瓣膜的主动脉根部修复术。（根据超

动脉瓣狭窄和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因反复发生主

声心动图结果判断瓣膜功能不全的严重程度，表2）。

动脉瓣狭窄行多次再手术，住院时间较长。此患者需
要左心室辅助装置的支持，伴有肺高压，合并多重感

术后过程

染最终导致死亡。主动脉瓣修复术后的住院存活率为

主动脉瓣修复术后的并发症不常见，其中包括

98%（表3）。

需要输血或手术探查止血的出血4例（4%）、院内感
染8例（8%）、肾功能不全3例（3%）、乳糜胸1例

晚期并发症

（1%）、多种复杂瓣膜缺损和修复术后发生心肺衰

平均随访时间为3.7±3.8年（8天~15.4岁）；再

竭1例（1%）。2例患儿分别因狭窄（1例）、关闭不

手术者16例（17%），晚期死亡者3例。无主动脉瓣

全（1例）而导致修复手术失败，立即（24小时内）

再干预的76例存活患儿的长期随访并发症包括：亚急

表2 修复及置换术前和术后随访的主动脉瓣功能障碍情况
主动脉瓣修复
超声心动图结果
狭窄
重度
中度
轻度
轻微
关闭不全
重度
中度
轻度
轻微
平均LVEDD±SD
平均LVESD±SD
平均SF±SD

主动脉瓣置换

术前（n=97）

随访*（n=64）

术前（n=188）

随访*（n=143）

12（12%）
14（14%）
21（22%）
1（1%）

—
6（9%）
26（41%）
—

27（14%）
41（22%）
41（22%）
—

5（3%）
9（6%）
15（10%）
8（6%）

18（19%）
32（33%）
20（21%）
7（7%）
1.50±2.7
0.69±2.8
0.46±2.7

2（3%）
14（22%）
27（42%）
14（22%）
0.48±1.9
0.04±1.73
0.51±1.68

58（31%）
52（28%）
29（15%）
8（4%）
1.94±2.9
2.61±1.0
0.92±3.1

10（7%）
15（10%）
55（38%）
65（45%）
－0.32±1.6
－0.63±1.9
0.56±2.4

LVEDD，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VESD，左室收缩末期容积；SF，缩短分数；SD，标准差。*包括无需再次手术的存活患者。 包括合并关闭不全和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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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接受主动脉瓣置换术患儿的一般情况
特征

自体瓣膜（n=68）

同种异体瓣膜（n=74）

5.9岁（6天~17岁）
年龄中位数（范围）
女性（%）
21（31）
体重中位数（kg，范围）
21.0（3.4~96）
不同疾病类型的分布情况
单纯主动脉瓣疾病（%）
47（69）
合并其他先天性心脏病的主动脉瓣疾病（%）
21（31）
永存动脉干瓣膜（%）
－
有BAV史（%）
29（43）
有主动脉瓣干预史（%）
45（66）
平均瓣膜尺寸（mm，范围）
－
平均CPB时间±SD（分钟）
288±75
平均主动脉阻断时间±SD（分钟）
191±40
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中位值（天，范围）
1（0~67）
ICU住院时间中位值（天，范围）
3（1~67）
住院时间中位值（天，范围）
6（3~98）
30天存活率（%）
67（99）

4.9 岁（4天~16.5岁）
27（37）
17.8（2~96.3）

机械瓣（n=36）

生物瓣（n=10）

P 值*

14岁（2.1~17.8岁） 15.9 岁（5.5~18岁） <0.0001
15（42）
3（30）
0.594
48.9（10~109.3）
63.0 （20~89.1）
<0.0001

26（35）
41（55）
7（10）
20（27）
29（39）
15（7~26）
262±69
189±44
1（0~35）
3（0~35）
6（0~58）
71（96）

12（33）
18（ 50）
6（17）
6（17）
19（53）
22（17~29）
229±77
163±54
1（0~8）
3（1~23）
7（4~29）
36（100）

10（100）
－
－
3（30）
5（50）
22（19~27）
238±87
174±65
0（0~1）
2（1~7）
7（3~12）
10（100）

0.168

0.067
1.0
<0.0001
0.001
0.002
0.01
0.336
0.066
0.44

P 值粗体表示有显著性意义 。BAV，主动脉瓣成形术；CPB ，体外循环；SD，标准差；ICU，重症监护病房。*年幼患儿（自体瓣膜、同种异体瓣膜）与年龄较大儿童
（机械瓣和生物瓣）瓣膜情况的比较。

性细菌性心内膜炎1例（1%）、室上性心动过速1例

美敦力公司的Freestyle主动脉根部生物瓣膜假体6例

（1%）、高血压性心肌病1例（1%）、反复瓣膜功

（Medtronic Inc，St Paul，Minn）、圣犹达 Epic3

能不全38例（50%）、瓣膜狭窄14例（18%），瓣膜

例和圣犹达Biocor 1例）。同期行主动脉瓣环扩大

狭窄合并关闭不全18例（24%）。瓣膜功能不全的严

术（Konno手术或Manougian手术）27例（14%）

重程度评估基于超声心动图的结果，数据参考表2。

（Ross手术16例，同种异体瓣膜9例，机械瓣置换2
例）（表3）。

修复失败和FRD的危险因素
单因素分析显示，与修复失败（再手术或死

术后过程

亡）相关的显著性因素为婴幼儿年龄（P =0.05）、

住院期间并发症如下：需要治疗的心律失常5例

复杂修复手术的类型（P =0.05）和合并永存动脉干

（3%），其中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2例，室上性心动

（P =0.001）。然而，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以上危

过速1例，心房异位性心动过速1例；需要再手术探

险因素之间无显著性差异。Kaplan-Meier分析结果显

查的出血3例（2%）；此外卒中、下肢深静脉血栓形

示，婴幼儿（P =0.048）和伴永存动脉干瓣膜的患儿

成、声带麻痹各1例（<1%）。住院期间死亡6例，

的FRD最低（P <0.05）（图1，A-C）。

其中行同种异体主动脉瓣移植4例，Ross手术2例。在
死亡的4例同种异体主动脉瓣移植患儿中，3例为婴儿

主动脉瓣置换

（Shone综合征2例，主动脉弓离断1例），1例为新生

162例儿童[57例（35.2%）为女性]共接受188次

儿（Shone综合征），此外，2例合并肺高压，2例出

瓣膜置换术，手术时的年龄中位值为8.3岁（4天~18

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需要体外膜肺氧合支持。2例自

岁），体重中位值为25.4 kg（2~109.3 kg）。主动

体瓣膜置换的死亡病例均为Shone综合征患儿，包括

脉瓣置换术的适应证为：主动脉瓣狭窄合并关闭不

1例婴儿和1例新生儿。死亡原因包括肺高压和需要体

全93例（49%），单纯关闭不全54例（29%），单

外膜肺氧合支持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主动脉瓣置换

纯狭窄16例（9%）。所用瓣膜包括同种异体瓣膜74

患儿的总住院存活率为97%。

例（39%），自体肺动脉瓣移植（采取完整的根部
置换方法）68例（36%），机械瓣36例（19%），
产品来自美国圣犹达医疗用品公司的机械瓣和带瓣
管道分别为21例和15例（St Jude Medical，Inc，St
Paul，Minn），生物瓣10例（6%），产品包括美国
6

远期并发症
瓣膜置换组平均随访时间为5.0±4.0年（0天~15
年）（表2）。各型瓣膜的并发症如下：
同种异体瓣膜 65例患儿植入同种异体瓣膜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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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主动脉瓣疾病

简单

合并CHD

复杂

FRD
简单（n=41）
复杂（n=56）

FRD（%）

FRD（%）

永存动脉干瓣膜
中位值

1年

3年

5年

中位值

FRD

半衰期

1年

3年

5年

半衰期

单纯主动脉瓣疾病（n=23）
永存动脉干瓣膜（n=22）
合并CHD（n=52）

时间（年）

时间（年）

较大儿童

FRD（%）

婴幼儿

中位值

FRD

1年

3年

5年

半衰期

婴幼儿（n=35）
较大儿童（n=62）

时间（年）

图1 简单和复杂主动脉瓣修复组的FRD（A），不同类型疾病组主动脉瓣修复术的FRD（B）和不同年龄组主动脉瓣修复术的
FRD（C组）。FRD，免于再次手术或死亡；CHD，先天性心脏病；y，年。图A显示：简单和复杂主动脉瓣修复组的FRD无统计学
差异，P =0.06。图B显示：永存动脉干瓣膜的FRD低于单纯主动脉瓣疾病，P =0.032；永存动脉干瓣膜的FRD低于合并先天性心
脏病的主动脉瓣疾病，P <0.0001；单纯主动脉瓣疾病和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的主动脉瓣疾病的FRD无统计学差异，P =0.611。图C
显示：婴幼儿的FRD低于较大儿童，P =0.048。

枚，平均随访4.0±4.0年（0天~13.6年），其中27例

患儿中，右心侧带瓣管道需再次干预16例（26%），

（36%）需要再手术，5例发生远期死亡。再次手术

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继发卒中1例（2%），心脏传导阻

的27例患儿中，12例接受自体肺动脉瓣移植，8例植

滞需起搏器植入1例（2%）。末次随访用药包括阿

入直径更大的同种异体瓣膜，7例使用机械瓣。在随

司匹林29例（47%），ACEI/ARBs 18例（29%），

访中未接受再次手术而存活的患儿的并发症包括：

β-受体阻滞剂14例（23%），香豆素和地高辛各2例

因左室功能不全需植入除颤器1例（2%），因室性心

（3%），呋塞米及噻嗪类利尿剂各1例（2%）。

动过速植入起搏器1例（2%），晕厥1例（2%）。末
次随访用药包括：阿司匹林23例（55%），β-受体

机械瓣/带瓣管道 36例患儿植入机械瓣36枚。
平均随访时间4.6±3.3年（9天~13.3年），自体瓣膜

阻滞剂8例（19%），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

移植后再次手术1例（3%），远期死亡1例（3%）。

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末次随访过程中出现的并发症包括：瓣膜血栓1例

inhibitor/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 ACEI/ARBs）

（3%），房性心动过速1例（3%）卒中1例（3%），

4例（9%），呋塞米3例（7%），钙通道阻滞剂2例

晕厥1例（3%）。末次随访用药包括：香豆素30例

（5%），香豆素、地高辛、依诺肝素、双嘧达莫各1

（88%），β-受体阻滞剂9例（26%），ACEI和

例（2%）。

地高辛各7例（21%），阿司匹林和呋塞米各6例

自体瓣膜 68例接受ROSS手术，3例（4%）新主
动脉瓣需再次手术（机械瓣2例，保留瓣膜根部修复1

（18%），双嘧达莫4例（12%）。

例）。平均随访时间为6.7±4.2年（4天~15年），2例

生物瓣膜 植入生物瓣10例，无1例需要再次手
术或发生死亡。平均随访时间3.0±1.2年（7个月~4.4

发生远期死亡。在未接受主动脉瓣再次干预而存活的

年）。并发症为1例等待再次手术的患儿（心内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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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主动脉瓣疾病
生物瓣
自体瓣膜

永存动脉干瓣膜

中位值
同种异体瓣膜

FRD

1年

3年

5年

FRD（%）

FRD（%）

机械瓣

合并CHD

半衰期

1年

FRD

同种异体瓣膜（n=74）

中位值

3年

5年

半衰期

单纯主动脉瓣疾病（n=95）

自体瓣膜（n=68）

永存动脉干瓣膜（n=13）

机械瓣（n=36）

合并CHD（n=80）

时间（年）

时间（年）

较大儿童

FRD（%）

婴幼儿
中位值

FRD
婴幼儿（n=34）
较大儿童（n=154）

1年

3年

5年

半衰期

时间（年）

图2 在主动脉瓣置换术中，不同瓣膜类型的FRD（A），不同类型疾病的FRD（B）和不同年龄组的FRD（C组）。FRD，免于再
次手术或死亡；CHD，先天性心脏病；y，年。图A显示：同种异体瓣膜的FRD低于自体瓣膜，P <0.0001；同种异体瓣膜的FRD低
于机械瓣，P <0.0001；自体瓣膜与机械瓣的FRD无统计学差异，P =0.916。图B显示：合并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瓣疾病的FRD低
于单纯主动脉瓣疾病，P <0.0001；合并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瓣疾病与永存动脉干瓣膜的FRD无统计学差异，P =0.475；单纯主
动脉瓣疾病与永存动脉干瓣膜的FRD无统计学差异，P =0.111。图C显示：婴幼儿的FRD低于较大儿童，P <0.0001。

后出现重度瓣膜关闭不全）。末次随访用药包括：阿

的相关因素分别为婴幼儿（P <0.0001）、无传统外

司匹林4例（40%），β-受体阻滞剂3例（30%）。

科或经皮介入瓣膜手术史（ P =0.003）、合并先天
性 心 脏 病 （P < 0 . 0 0 0 1 ） 、 以 及 同 种 异 体 瓣 膜 置 换

儿童多次瓣膜置换

（P <0.0001）。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多变量Cox回归分

在主动脉瓣置换组的患儿中，有23例在年龄不超

析表明，婴幼儿（风险比为9.1，P <0.0001）和同种

过18岁时需要接受二次瓣膜置换术，平均随访时间

异体瓣膜置换（风险比为15.5，P <0.0001）为瓣膜

3.2±2.4年，其中在初次手术时有22例使用同种异体

置换失败的可能危险因素。Kaplan-Meier分析，同种

瓣膜，1例接受Ross手术。22例同种异体瓣膜置换失

异体瓣膜置换的FRD比其他类型瓣膜置换的FRD低

败的患儿进行二次手术时，选择行Ross手术10例，选

（P ≤0.05）。婴幼儿的FRD也较低（P <0.0001）。

择同种异体瓣9例，选择机械瓣3例。在再次选择同种

此外，合并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其FRD明显低于单

异体瓣膜的9例患儿中，有3例在年龄不满18岁前接受

纯主动脉瓣疾病患儿（P <0.0001）（图2，A-C）。

第三次瓣膜置换（其中Ross手术2例，机械瓣1例）。

讨论

长期随访中，死亡1例，该患者在童年时行多次瓣膜
置换术，先行自体瓣膜置换，再行机械瓣置换。

本研究强调罹患主动脉瓣疾病的儿童手术治疗方
置换失败和FRD的危险因素
单因素分析显示置换失败（再次手术或死亡）
8

式的多样性。尽管多种手术方案的效果均可接受，但
无一避免发生再次手术或其他远期并发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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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婴幼儿
（主动脉瓣狭窄/关闭不全）
修复
（首选方法）

置换

小瓣环
Konno

同种异体瓣
（主动脉/肺动脉直径
明显不匹配）

正常/大瓣环

同种异体瓣

Ross
（正常肺动
脉瓣）

同种异体瓣
（不正常肺
动脉瓣）

Ross
（两者直径匹配）

学龄期儿童至青少年

修复
（首选方法）

Ross
（匹配的肺动脉
瓣，父母意愿）

置换

同种异体瓣膜
（主动脉根部脓肿、
不匹配肺动脉瓣，父
母意愿，非成人大小
的瓣环）

生物瓣
（成人大小的瓣环，
父母意愿，异常肺动
脉瓣）

机械瓣（最低选
择，父母意愿，多次
再手术不匹配肺动
脉瓣

接近成人的儿童/青少年

修复
（首选方法）

Ross
（正常的肺动脉
瓣，父母意愿）

同种异体瓣膜
（异常的肺动脉瓣，
患者/父母意愿）

生物瓣
（可能成人大小
的瓣环）

机械瓣
（最低选择，异常肺
动脉瓣，多次再手术
父母意愿）

图3 Texas儿童医院不同年龄患儿的处理策略，新生儿/婴幼儿（A），学龄期儿童至青少年（B），接近成人的儿童和青少年（C）。

与其他儿科中心不同，我们主张尽可能修复自体

结果与其他文献公布的儿童主动脉瓣修复结果基本一

主动脉瓣。其优点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抗凝，保留自

致 [4,9,10]。再手术率也类似于先前的研究结果，瓣膜初

体瓣膜的生长潜能，保存将来用其他方式来置换瓣膜

次修复后是否复发瓣膜功能不全，这依赖于瓣膜的结

的可能性。根据我们的经验，主动脉瓣修复后，出现

构 [11]。我们将永存动脉干瓣膜修复和保留主动脉瓣的

早期或远期失败行再手术的死亡率较低（5%）。此

根部修复归类为复杂的主动脉瓣重建方式。令人鼓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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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本组的结果与简单修复手术组无区别。儿童主
动脉瓣手术的决策依据请参考图3。
本研究中主动脉瓣置换具有较高的生存率和较
低的病残率。总体而言，我们的瓣膜置换手术效果
与已发表的文献报告结果基本一致 [12,13]。合并其他严
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易发生置换失败。本组囊括
了主动脉瓣置换同期伴行各种心内修复术的患儿。
有趣的是，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中接受永存动脉干
瓣膜置换后的FRD高于其他方法。这一点与文献报
告关于永存动脉干瓣膜修复和置换术后的远期生存
率结果相反 [14]。
小体型患儿（不能应用成人人工瓣膜的儿童）的
置换手术中，Ross手术的耐久性最好 [15,16]。尽管接受
此型手术的患儿常存在解剖结构的缺陷，同时对术者
的手术操作水平要求较高，但包括我们在内的大量研
究表明Ross手术的中期和长期效果很好 [17-20]。本研究
显示Ross手术效果很不错，再手术和死亡率都较低。
对较小的儿童行Ross手术之前，我们常先行同种异体
瓣膜置换，略长大后，再行Ross手术，效果满意。对
于这类患儿，右心侧带瓣管道的再次手术仍是一个值
得关注的问题。
对于年龄较小的患儿和解剖学上不适于行Ross手
术者，本研究常应用同种异体瓣膜置换术。最近一项
成人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与同种异体瓣膜置换相
比，自体瓣膜置换可改善生存率，免于再次手术并提
高生活质量 [21]。我们的结果显示，在儿童期应积极主
张行Ross手术。
机械瓣可能被认为是保持儿童主动脉瓣疾病治疗
效果耐久性的一个选择 [20]。但其在低龄儿童中的应用
受到很大限制，存在身体生长发育和抗凝管理困难等
方面的问题。我们观察到短期生存率为100%，长期
随访中2例失败。本组研究中，5例行机械瓣置换的患
儿手术时的年龄不超过5岁，术后规范抗凝。50%患
儿有先天性心脏病，50%患儿有主动脉瓣外科手术或
导管治疗病史，这两个因素似乎对手术效果无任何影
响，该结果与文献报告一致 [22,23]。我们使用机械瓣的
体会是，如果在管理抗凝方面处置得当，儿童行机械
瓣置换效果是可靠的。长期随访中，此类患儿9%发
生抗凝并发症。

当有限，但提示新型瓣膜可能更耐用，特别是可用
较大尺寸的瓣膜以适应身体生长发育的需求。本组
患儿在随访过程中没有再手术或死亡，仅1例因感染
（心内膜炎后）导致瓣膜衰败，将需要再次手术。
最 小 的 患 者 是 一 位 5 岁 儿 童 ， 行 全 主 动 脉 根 部 置换
（应用美国美敦力公司Freestyle主动脉根部生物瓣膜
假体）。总之，我们使用生物瓣膜的手术效果令人鼓
舞，并将在年龄较大的儿童中尝试推广应用。
目前研究证实，婴幼儿行主动脉瓣修复或置换
的风险较高。这一结果与Karamlou工作组之前的报
道 [12] 一致，在他们的研究中，低年龄和低体重患儿
更易发生置换失败。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中包含婴
幼儿病例数最多的一组研究，行婴幼儿主动脉瓣手
术69例，其中置换34例（同种异体瓣膜19例，Ross
手术15例）。尽管在这种高风险群体的围术期管
理方面已有所进步，但与年龄较大的儿童相比，仍
有不少提升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低龄患
儿病情严重，常常危及生命，病残率、病死率均较
高。本组置换者中，早期死亡病例均为婴幼儿。
本研究的不足包括：回顾性研究固有的局限性，
研究对象的解剖结构复杂多样，在随访期内接受的治
疗方式各有不同，手术适应证、时机选择和手术操作
技术也不尽一致。行Ross手术者，没有收集同期右心
侧带瓣管道的详细资料。在本研究的16年间，术后
管理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其影响没有进行分别评
估。最后，为研究不同手术方案的结果，我们制定了
一系列相关的变量；然而，不可测的协变量也可能会
影响研究结果。尽管如此，这项研究反映了一个大型
专科儿童医院的临床实践现状，强调治疗儿童主动脉
瓣疾病的各种方案均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总之，主动脉瓣修复和置换是满意的手术方案，
有可接受的总体生存率和低病残率。手术策略不仅应
考虑到所有手术方案的局限性和风险，还应重视家庭
的意愿。复杂修复和简单修复的远期效果一样好。
Ross手术和应用机械瓣、生物瓣的效果均很满意，但
是Ross手术需行右心侧干预仍是一个问题。虽然同种
异体瓣膜可以继续应用，但其长期耐久性需要关注。
毫无疑问，更理想的儿童瓣膜替代物仍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小儿应用生物瓣膜的资料非常有限，目前大多
数研究中应用生物瓣膜的患儿年龄主要集中在十多
岁 [24,25]。以往研究已经提示小儿应用生物瓣膜是导致
手术失败的一个危险因素 [12,25]。虽然我们的经验也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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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Dr Tara Karamlou (San Francisco, Calif). 谢谢您，
Khan医师。Khan医师和他的同事在儿童主动脉瓣疾病治疗
中尝试探索“理想”方案的出发点值得赞扬。本研究构思
和实施严谨，报道了一组病例数最多的婴幼儿主动脉瓣手
术研究，并且在会议前Khan医师就把论文交给了我。98%
的生存率值得称赞，85%的随访率（涵盖了未到他们治疗
中心复查的患者）也很出色。这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在16
年期间241例患儿所接受的285次主动脉瓣修复和置换手术
情况。作者报告，就瓣膜修复而言，婴幼儿和合并永存动
脉干的患儿发生死亡和再次手术的风险较高。同样，瓣膜
置换的危险因素包括婴幼儿、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和应用同
种异体瓣膜者。
尽管与以前几个研究的结果相比缺乏创新性，但本研
究的特色在于提出了低龄、应用同种异体瓣膜、合并先天
性心脏病包括永存动脉干者行主动脉瓣手术的预后比其他
婴幼儿差的观点。
考虑到这一点，我有几个问题。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行同种异体瓣膜置换的患儿再次
手术和死亡率较高。然而，与其他类型瓣膜置换者相比，
行同种异体瓣膜置换的患儿年龄小，植入的瓣膜小（一
般仅为15 mm，而其他置换方法其瓣膜直径为22 mm）。
此外，作者表示，他们采取了一种低龄儿童的“阶段”策
略，即先植入同种异体瓣膜，然后再行Ross手术。换句话
说，同种异体瓣膜是必须换掉的。最后，时间作为协变量
在研究中并未提及，因为考虑到该研究时间跨度长，不知
“阶段”策略是否来自于您们中心以往对Ross手术总结的
经验？
换句话说，我的问题是，基于这些混杂因素，您是否
对同种异体瓣膜有偏见？
Dr Khan. 谢谢Karamlou医师深思熟虑的评论。我同
意您的意见，本研究并不新奇，然而，您提及的数据有不
少来自于多中心的研究结果，我们相信对单个机构而言，
仔细地总结自已的实践经验也许是患者和心脏治疗团队的
共同愿望。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特意挑选出了一组患者，其在某
一时间段内接受的手术管理策略和治疗团队基本一致。虽
然涉及多个外科医师，但对小患者尤其肺动脉瓣和自体或
重建主动脉根部之间匹配差异很大者在手术处理方面基本
一致。我们先用一个尺寸小的同种异体瓣膜作为一个初步
重建方法，就如您指出的，对于主动脉根部需要早期再手
术的患者，我们选择耐用性更持久的Ross手术。我们的经
验已经证明，同种异体瓣膜根部置换后，再行Ross手术风
险低。根据我们目前的数据分析，我们中心在低龄儿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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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Ross手术更有信心。
Dr Karamlou. 在本论文中，让我很困惑的是复杂的瓣
膜修复效果居然不逊于简单的瓣膜修复。首先，复杂修复
组包括所有永存动脉干瓣膜的干预，而动脉干瓣膜被确定
为再次手术和死亡的危险因素，Kaplan-Meier曲线显示简
单修复方法的5年再手术和死亡的豁免率为84%，而复杂修
复方法为61%。虽然报道P 值是0.07，但两者的曲线明显不
同。考虑到简单修复组在随访结果方面占有优势，您真的
会认为这两组之间没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吗？换句话说，这
真是一个2型错误吗？
Dr Khan. 我们承认这可能在临床上存在显著差异，但
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我们也是这样报道的，最后定稿
时我们仅做了轻微的修正。
Dr Karamlou. 请您介绍下您们中心对永存动脉干瓣膜
关闭不全的治疗方法。考虑到研究中本组患者不如人意的
结果，您们认为年龄多大以及出现何种程度瓣膜关闭不全
时才需要进行干预处理？
Dr Khan. 在永存动脉干瓣膜的治疗方面，我们在初
次手术时即积极给予修复。大家都知道，急性严重动脉干
瓣膜关闭不全是永存动脉干修复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因
此，我们运用了各种动脉干瓣膜修复方法，包括多余瓣窦
切除术、以及瓣叶悬吊、扩大和双瓣化等。对于不可修复
的动脉干瓣膜，我们认可机械瓣置换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这一观点，不同的是，对于大部分患者，我们会将手术时
间推迟到可植入大尺寸瓣膜的时候，以便和身体发育相匹
配。这也有利于减少儿童应用华法林带来的相关问题。
Dr Ross Ungerleider (Winston-Salem, NC).很好，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研究。我以我的思维模式去阅读此篇论
文，所以我希望我提出的问题不是很幼稚。
首先，您的文章中提及一个行多次手术但没有死亡的
女性患者。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您在图表中会出现免
于死亡或再手术一个共同指标，因为死亡和再手术是非常
不一样的结果。您修改文章时，可能会发现把两者分开很
有用，因为死亡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它也可能是多
次再手术的最终结果。您能否评论一下为什么把两者结合
起来？我认为它们可能会掩盖一些您试图得出的结论。

Dr Khan. 谢谢您的提问。我们选择把死亡和再手术放
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试图显示瓣膜置换的最坏情况。
当患者父母咨询时，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瓣膜能用多
久？”我们想向患者父母提供总体概况。
Dr Ungerleider.另一个问题是，右心室-肺动脉带瓣
管道的置换率高达26%。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是管道与
患者生长发育不匹配还是约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发生管道恶
化？我很好奇在这些患者中您所使用的管道类型。
Dr Khan. 我想请Fraser医师评论所用的管道类型。
Dr Fraser. Ungerleider医师，感谢您的评论。我们
几乎毫无例外地采用同种异体带瓣管道，但我们对右心
室-肺动脉管道的再干预处理是相当积极。大家都知道，
Contegra带瓣管道（Medtronics）尚未取得使用许可证，所
以本组中只有2例应用，本中心对带瓣管道置换的应用前景
比较乐观，尽管当前根据我们的经验对同种异体带瓣管道
技术的使用还有许多未知之处。
Dr Ungerleider. 我觉得有很多管道已失功用，但未被
置换。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一直在做聚四氟乙烯（W.L.
Gore & Associates，Inc，Flagstaff，Ariz）瓣膜。我们改进
了Jim Quintessenza描述的技术并制作三叶瓣。Jim一直在制
作双叶聚四氟乙烯瓣膜。我们将这些瓣膜放置于管道，类
似改良Ross手术。我们认为，这些瓣膜可能比同种异体瓣
膜更好。本研究在这方面的一组数据引起了我的关注。
最后，您为什么把永存动脉干病例纳入研究中？我所
了解的是，他们需要行主动脉瓣置换，并且没有其他合适
的选择。如果不把他们单列一组，有可能掩盖真实数据。
例如，他们不能行自体瓣膜移植。我对把它们纳入研究的
做法感到不解。
Dr Fraser. 正如Khan医师所述，我们的目的是评估分析
我们医院主动脉根部手术的最差结局。尽管以前曾发表过多
篇文章，但我们认为需要阐明呈现我们医院当前在这方面所
处的水平，特别是当患儿家属面临艰难抉择来向我们咨询的
时候，这就显得非常重要。我发现在术前患儿亲属对主动脉
瓣的咨询是棘手而漫长的。努力为他们提供所有患儿的资料
和我们的经验似乎非常重要。当然，永存动脉干患儿在主动
脉瓣耐久性和风险方面确实都不乐观。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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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an循环中缺少血流搏动对肺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目的：Font a n循环中的无搏动性 血流会对肺动脉血管内皮功能造成损伤，增加肺动脉阻力，并且有可能引起
Fontan循环的远期失效。因此，我们对肺血管系统长期缺少血流搏动相关的血管重构和血管反应性改变机制进行
了评估。

方法：将30只猪平均分为3组：10只接受假手术（组Ⅰ），20只在上腔静脉和右肺动脉之间行腔肺分流术——10只
将右肺动脉近端完全结扎（组Ⅱ，无搏动），另外10只部分结扎（组Ⅲ，轻微搏动）。术后3个月时，评估体内血流动
力学指标、体外血管运动性（依据肺动脉环的浓度-反应曲线）和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蛋白水平。对组间及各组中
左、右肺动脉之间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结果：组Ⅱ实验动物发生肺动脉高压，并且右肺动脉阻力增加。内皮细胞功能也发生改变，表现为乙酰胆碱和钙
离子载体诱导的血管舒张反应减弱，但对硝普纳的反应（非内皮依赖性）并未受到影响。组Ⅲ中的轻微搏动降低
了肺动脉高压程度，但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仍受到影响。对右肺组织进行的免疫印迹分析显示，组Ⅱ动物内皮型
一氧化氮合酶水平与组Ⅰ相比显著降低（分别为0.941±0.149和1.536±0.222，P =0.045），但组Ⅲ中降低并不明显
（1.275±0.236，P =0.39）。

结论：长期单侧腔肺分流动物模型显示，搏动缺失会引起肺动脉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改变。而轻微搏动能
减轻搏动缺失带来的影响。这些结果对于确定无搏动的Fontan循环引起的肺动脉高压的潜在治疗方法非常重
要，即保留副肺血流或通过药物调节非内皮依赖性血管扩张。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522-9）

Fontan手术 [1] 已成为解剖或者功能性单心室患者

效风险高度取决于以下数个危险因素，例如心室功

的治疗选择。该手术将体循环和肺循环连接，其中体

能、肺动脉直径和瓣膜关闭不全，但其中肺血管阻力

循环主要由单心室驱动，而肺循环血流则直接来自腔

（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PVR）起到了关键作

静脉，由胸腔内负压及单心室的舒张作用驱动。这导

用。PVR即使轻度增加也可能会引起手术失败。越来

致术后的肺循环与正常生理状态存在很大区别，即所

越多的证据显示，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即无法对各种

谓的“Fontan循环”。

刺激作出恰当的反应）是这些患者Fontan手术失效的

研究证实，Fontan手术可使功能性单心室且肺

根本原因之一。Fontan循环对肺循环产生很大影响，

动脉阻力低的患者获益 [2] 。Fontan手术的结局及失

主要特点为增加肺血管阻抗。缺少血流搏动主要影响
内皮细胞功能 [3]、血管聚集和肺血管生长，而这反过
来又会影响PVR [4]。随着手术生存患者数量的增加，
这些异常情况对长期结局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
已有研究报告了无搏动肺血流在总体和微血管
肺循环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5-7] 。在肺血管 [8] 和全身血
管床 [9,10] 中，搏动血流对血管舒张及血管壁剪应力的
影响已经得到明确。既往在急性无搏动肺循环动物
模型中进行的实验已经表明，这将导致PVR增加。
已有大量体外实验使用分离的肺组织，在非生理
性状态下研究搏动血流对肺血管内皮细胞的影响。这
可以将自主神经系统及其他血管活性激素的影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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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注）。

缩写及缩略词
EC50
eNOS
Emax
NO
PA
PAP
PVP
PVR
SVC

=
=
=
=
=
=
=
=
=

50%的最大效应
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最大效应
一氧化氮
肺动脉
肺动脉压
肺静脉压
肺血管阻力
上腔静脉

使用泮库溴铵（0.3 mg/kg）将这些猪麻痹后进行
气管插管，随后给予间歇正压通气（MMS RET 107；
MMS，Pau，France），潮气量为10 ml/kg，呼吸频
率为18次/分，吸入氧浓度为50%。体温维持在37℃。
手术准备 在胸部正中线切开胸骨后，切开上腔
静脉，并结扎奇静脉和右乳腺静脉，从而使上腔静脉
能够充分动员。切开右肺动脉直至上叶分支以上。在
进行进一步的操作之前，记录基线血流动力学指标数
值：直接测量的主动脉压、肺动脉压（肺动脉压包括

在外。相反，由于不存在Fontan循环的动物模型，无

肺动脉干和右侧分支）、上腔静脉压和左/右肺静脉

法进行长期的体内试验性研究。

压；并测量主动脉、肺动脉干和肺动脉右支的血流速

虽然其血管形态学已经得到明确，但长期缺乏搏
动使得对肺血管系统的血管重构和血管反应性改变的
机制仍未完全了解。
尽管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但腔肺分流后肺血
管的生理改变仍未被彻底研究，关于恒定血流导致肺
动脉高压的潜在机制也所知甚少。
本项研究中，我们在猪的长期模型中，将对侧肺
作为对照，评估了单侧体肺分流后血流搏动对肺血管
系统血流动力学及血管运动性的影响。
我们假设保留一些顺行的搏动血流能够保持内皮
功能稳定并预防恒定血流引起的肺动脉高压。
通过测定体内血流动力学及体外血管反应性，我
们评估了搏动、无搏动和轻微搏动血流对肺血管床的
影响。
此外我们还检测了这三种不同搏动条件下的内皮
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eNOS）的表达水平。

度[使用时差法管周超声波探头和T106/T206动物研究
流量计（Transonic System，Ithaca，NY）]。所有动
物均注射100 IU/kg的肝素。组Ⅰ（假手术组）未行任
何手术；组Ⅱ（无搏动组）则将上腔静脉从右心房分
离，并与右侧肺动脉行端-侧吻合，同时结扎右肺动
脉近心端；组Ⅲ（轻微搏动组）中采用相似的上腔静
脉-右肺动脉吻合，但使用3 mm的Hegar扩张器在右肺
动脉近心端进行结扎。术后收集血流动力学数据。
以肺动脉和左心房之间的压力差（Ppa-Pla，mm Hg）
除以流量Q.（L/min）计算总PVR（mm Hg/min/L）：
PVR=（Ppa-Pla）/Q . 。
为避免术后吻合口阻塞，直到实验结束之前都会
给猪注射低分子肝素。
在第3个月时进行最终的研究。在全麻及透视引导
下，通过右侧颈静脉向右肺动脉置入造影导管，同时
确保吻合口通畅。接下来，切开胸骨左缘第4肋间，
收集血流动力学数据。随后打开右侧胸廓，收集相应
的血流动力学数据。肝素化后，在深度麻醉下通过放

方法
手术方式
动物准备 本实验共使用了30只重量为20±2 kg的
大白猪。所有实验猪的管理均遵循（法国）全国医学
研究学会制定的“实验动物管理原则”和（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公布的“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指南”（NIH出版编号
为85-23，1996年修订版）。

血法处死实验猪，摘除肺脏用于组织学检查取样。
组织学检查
取左右两侧的下肺叶，以10%福尔马林缓冲液固
定组织，并进行石蜡包埋。切成切片（厚度为4 μm）
用于光学显微镜检查，并进行苏木素-荧光桃红-番红和
地衣红-苦味酸靛蓝-洋红染色。
体外肺血管运动性
从每只猪的每片肺中分离出四个肺内动脉节

由肌肉注射氯胺酮（10 mg/kg）和硫酸阿托品

段，仔细保持内皮细胞的完整性并去除所有脂肪组

（0.2 mg/kg）进行诱导麻醉，并通过静脉给予戊巴

织后，将这些血管切成3 mm长，外径4 mm的血管

比妥维持（10 mg/kg推注后，以0.1 mg/kg/min持续

环。样品放置在含有克-汗氏重碳酸氢钠缓冲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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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浴中（含118.3 mM NaCl、25 mM NaHCO 3 、

最大效应（maximal response，Emax）体现了血管

4.7 mM KCl、1.2 mM KH 2 PO 4 、1.2 mM MgSO 4 、

对某一激动剂的最大收缩或舒张反应强度。对去氧肾

2.5 mM CaCl2、0.03 mM乙二胺四乙酸和11.1 mM 葡

上腺素的收缩反应以绝对值表示（g），而对乙酰胆碱

萄糖），温度维持在37℃，持续通入95%的氧气和5%

和钙离子载体的最大舒张反应则以去氧肾上腺素预处

的二氧化碳以保持泡沫。血管环放置在不锈钢支架

理（使收缩）后恢复的百分比来表示，0%表示没有舒

上，悬浮在10 ml的组织浴中，通过张力传感器（LB-

张，而100%表示舒张程度和预收缩程度相同。

5；Showa-Sokki，Tokyo，Japan）与放大器（emka
Technologies，Falls Church，Va）相连，最终由电脑

免疫印迹分析

收集系统记录动脉环张力变化的数据。将静息张力调

从每个右肺中采集4块2~3 g的肺组织，在液氮

整至1 g，以使其与猪肺动脉中的最佳长度张力相对

中快速冷冻后，在80℃条件下保存。取得的组织混

应。然后将动脉环在组织浴中平衡60~90分钟。在整

入1 ml CHAPS裂解液后，使用Ultrathurax均质机

个实验中，组织浴每10分钟更换一次。

（Kinematica，Lucerne，Switzerland）与冰块混悬。

-5

用吲哚美辛（10 M）处理60分钟后，获得去氧肾
-9

-4

将提取物离心（490 g，15分钟，4℃）后取上清液。

上腺素（10 ~3×10 M）的浓度-反应曲线。然后清洗

将上清液以7%十二烷基磺酸钠凝胶分离后，通

动脉环，张力恢复至基线水平。然后使用去氧肾上腺

过电泳转移至聚偏二氟乙烯膜（Immobilon转移膜，

素对动脉环进行预处理，使其张力到达1 g。当获得稳

IPVH00010；EMD Millipore，Billerica，Mass）

定的动脉环收缩时，进行下一步的药理学实验。

上。膜在室温下用5%牛血清白蛋白（A 4503-100G；

-9

-4

将累积剂量的乙酰胆碱（10 ~10 M）、钙离子
-10

-7

-9

-4

Sigma Aldrich，St Louis，Mo）和含0.1% Tween 20

载体（10 ~10 M）和硝普纳（10 ~10 M）加入组

的Tris缓冲液封闭。然后用小鼠多克隆抗eNOS抗体

织浴中，以评估内皮细胞依赖性舒张作用的变化。随

（1:1000，N30020；BD Transduction Laboratories，

后再次清洗血管环，并平衡至基线水平。

BD Biosciences，Franklin Lakes，NJ）在稀释的封

使用非内皮细胞依赖性的血管扩张剂——硝普纳

闭液中室温培养1小时。使用含0.1% Tween 20的Tris

-5

缓冲液将膜进行2次5分钟的清洗和1次15分钟的清

除了张力变化，还通过确定产生50%最大效应的

洗后，以1:10 000稀释的抗小鼠辣根过氧化物酶抗

浓度（EC 50，从对数浓度与最大效应百分比的对比曲

体（no.401215，Calbiochem，EMD Millipore）室

线中推算）评估血管反应。

温杂交1小时。再次进行2次5分钟的清洗和1次15分

（10 M）重复上述操作。

表1 三组实验猪基线和终点时血流动力学指标
组Ⅰ

组Ⅱ

组Ⅲ

变量

基线

3个月

基线

3个月

基线

3个月

猪（n）
体重（kg）
AoP（mm Hg）
PAPr（mm Hg）
PAPl（mm Hg）
PVPr（mm Hg）
PVPl（mm Hg）
主动脉血流
上腔静脉血流
右肺动脉血流
左肺动脉血流
右肺血管阻力（mm Hg/min/L）
左肺血管阻力（mm Hg/min/L）

10
20±1
52.8±12.4
9.0±2.8
10.9±1.8
3.9±1.4

10
40±8
82.3±25.1
11.1±0.6
12.6±1.3
7.1±0.2
7.4±1.5
2.34±0.58
NA
1.70±0.58
1.48±0.18
2.36±0.45
3.56±0.82

10
22±3
56.6±7.4
9.6±3.8
10.4±1.9
4.6±1.3

10
54±7
57.3±5.8
26.7±1.3*, ,
19.4±4.7*,
14.1±3.0*, ,
8.6±0.4
2.57±0.45
NA
1.82±0.04
2.62±0.52*, ,
6.92±1.83*, ,
3.92±1.40

10
19±3
54±3.1
8.8±2.7
11.8±1.3
3.8±2.2

10
46±3
70±19.2
14.2±0.8*,
17.9±4.4*,
7.4±2.6
8.8±0.7
2.32±0.24
NA
1.68±0.36
2.16±0.37*,
4.20±1.36*
4.09±1.83

1.90±0.13
0.55±0.06
1.27±0.05
0.69±0.03
5.47±1.82
10.16±3.20

2.10±0.47
0.80±0.36
1.32±0.27
0.71±0.14
4.69±2.13
8.70±3.73

2.00±0.22
0.52±0.21
1.30±0.15
0.70±0.08
6.23±1.37
11.58±2.40

数据以均值±SD表示。AoP，平均主动脉压；PAPl ，平均左肺动脉压；PAPr ，平均右肺动脉压；PVPl ，平均左肺静脉压；PVPr ，平均右肺静脉压；NA ，无数据。
与组Ⅰ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 与组Ⅲ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 与对侧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左右肺静脉压力相同，且与左心房基线压力相等，因此以左房压
力表示。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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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的清洗后，用ECL试剂盒（Amersham，Arlington

畅。与组Ⅰ（11.1±0.6 mm Hg）相比，组Ⅱ（26.7±

Heights，Ill）在X线胶片上（Kodak BioMax MS

1.3 mm Hg，P ＜0.0001）和组Ⅲ（14.2±0.8 mm Hg，P

Film；Eastman Kodak Company，Rochester，NY）采

＜0.0001）的右侧肺动脉压均显著增加，并且组Ⅱ和组

用化学发光显影方法对其进行观察。

Ⅲ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05）。组Ⅱ的右侧

对照组来源的肺组织也可被用来作为组内对照。

肺静脉压（14.1±3 mm Hg）与组Ⅰ和组Ⅲ相比显著增

每张膜均检测eNOS表达水平，并以β-肌动蛋白值

加，但组Ⅲ和组Ⅰ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组Ⅱ右肺PVR

进行标准化。将各自的eNOS密度值（Gene Tools；

（6.92±1.83 mm Hg/min/L）显著高于组Ⅰ（2.36±

Syngene，Cambridge，Mass）除以β-肌动蛋白对照

0 . 4 5 m m H g / m i n / L ；P = 0 . 0 0 1 ） 或 组 Ⅲ （ 4 . 2 0 ±

值后，得到eNOS蛋白水平的相对值。取相对值的平

1 . 3 6 m m H g / m i n / L ，P = 0 . 0 0 1 ） 。 组 Ⅲ 的 右 肺

均值，然后进行因素校正，使用来自免疫蛋白印迹的

PVR显著高于组Ⅰ（分别为4.20±1.36和2.36±

组内对照的相对蛋白水平除以来自相同蛋白的膜参考

0.45 mm Hg/min/L；P =0.001），但升高程度低于组Ⅱ。

值的组内对照的相对蛋白水平，结果报告为相当于1
的组内对照百分比。

最后，对每只猪的左右肺血管进行的比较显
示，组Ⅱ的右肺PVR显著升高（P =0.001），而组Ⅲ
（P =0.88）和组Ⅰ（P =0.12）则无显著性差异。
对于左肺组织而言，组Ⅱ（19.4±4.7 mm Hg，

统计分析
数据以均值±标准差的形式呈现。进行相关统计

P =0.019）和组Ⅲ（17.9±4.4 mm Hg，P =0.05）的

分析（血流动力学和血管反应性研究）比较各组间数

左侧肺动脉压与组Ⅰ相比显著增高，但组Ⅱ和组Ⅲ

据点、同组内各数据点和同一只猪的左右两肺（个体

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三组之间的肺静脉压和PVR

内部对照）之间的差异。每只猪均为自身的对照。

无显著性差异。

使用统计软件Statview IV（Abacus Concepts，

个体内部比较显示，组Ⅰ中除了右侧

Berkeley，Calif）进行数据分析。血流动力学参数的

PVR（2.36±0.45 mm Hg/min/L）和左侧PVR

比较使用配对Student t 检验。血管反应参数的比较使

（3.56±0.82 mm Hg/min/L）存在显著差异外

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并使用Fisher精确检验或卡方检

（P =0.001），其 余 参 数 均 无 差 异 。 在 组 Ⅱ 中 ， 右

验进行组间比较。组间免疫印迹结果的比较则使用非

侧肺动脉压显著高于左侧肺动脉压（26.7±1.3

配对Student t 检验。

v s . 1 9 . 4 ± 4 . 7 m m H g ，P = 0 . 0 0 0 3 ） ， 右 侧 肺
静脉压显著高于左侧肺静脉压（14.1±3.0 vs.

结果
血流动力学数据

8 . 6 ± 0.4 mm Hg，P =0.0004），且右侧PVR亦显著高
于左侧PVR（6.92±1.83 vs. 3.92±1.40 mm Hg/min/L，

P =0.001）。

各组的基线特征和血流动力学数据相似（表1）。

在组Ⅲ中，相对于左侧而言，右侧的肺动脉压、

术后3个月时，所有猪的吻合口均保持通

肺静脉压或PVR均无显著性升高。甚至右侧肺动脉压

图1 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后3个月时从同一只猪取样的3块组织，A和B为同侧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术后样本，C为对照肺组织，以
苏木素-荧光桃红-番红染色（放大25倍，比例尺：500 μm）。图A中箭头所指处为胸膜下静脉壁增厚，图B示沿着气管轴和肺泡
小叶静脉管壁增厚。图C示正常肺组织中的静脉管壁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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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组Ⅱ（无搏动组）内左肺动脉（LPA）和右肺动脉（RPA）环对累加的去氧肾上腺素（A）、乙酰胆碱（B）和钙离子载体（C）
的剂量依赖性血管舒缩反应。组Ⅲ（轻微搏动组）内左肺和右肺动脉环累加的去氧肾上腺素（D）、乙酰胆碱（E）和钙离子载体
（F）的剂量依赖性血管舒缩反应。A和D的数据为动脉环收缩产生的张力（单位为g），以均值±标准差表示。B、C、E和F的数
据为与去氧肾上腺素预处理的水平相比，动脉环舒张的相对百分比，以均值±标准差表示。组Ⅱ的右肺动脉与左肺动脉相比，
收缩反应存在显著性差异，舒张反应也降低（但无统计学显著性）。A.去氧肾上腺素（10-9~3×10-4 M）诱导的右肺动脉环收缩。
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去氧肾上腺素在右肺动脉环中诱导的收缩反应显著高于左肺动脉环（Emax，P =0.001；EC50，P =0.323）。
B.乙酰胆碱（10 -9~10 -4 M）在去氧肾上腺素预处理的肺动脉环中诱导的舒张作用。尽管右肺的舒张反应较左肺低，但并无统计
学差异（Emax，P =0.187；EC50，P =0.210）。C.钙离子载体（10-10~3×10-7 M）在去氧肾上腺素预处理的肺动脉环中诱导的舒张作
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右肺动脉对钙离子载体诱导的舒张反应比左肺动脉低（Emax，P =0.07；EC50，P =0.262）。组Ⅲ显示
轻微搏动组的右肺动脉仍保留与左肺动脉相似的舒张反应。D.去氧肾上腺素诱导（10 -9~3×10 -4 M）的动脉环收缩。双因素方
差分析显示，保留部分搏动血流以后，消除了右肺动脉的异常反应，去氧肾上腺素在右肺和左肺动脉环中诱导的收缩反应无差
异（Emax，P =0.715，EC50，P =0.08）。E.乙酰胆碱（10-9~10-4 M）在去氧肾上腺素预处理的肺动脉环中诱导的舒张作用。双因素
方差分析显示，保留部分搏动血流以后，消除了右肺动脉的异常反应，乙酰胆碱在右肺和左肺动脉环中诱导的舒张反应无差异
（Emax，P =0.495；EC50，P =0.233）。F.钙离子载体（10-10～3×10-7 M）在去氧肾上腺素预处理的肺动脉环中诱导的舒张作用。双
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保留部分搏动血流以后，消除了右肺动脉的异常反应，钙离子载体在右肺和左肺动脉环中诱导的舒张反应
无差异（Emax，P =0.796；EC50，P =0.879）。

低于左侧肺动脉压（14.2±0.8 vs. 17.9±4.4 mm Hg，

P =0.003）。
组织学分析结果
3组从左肺提取的标本均未发现组织学改变。
组Ⅱ的右肺组织与组Ⅰ和组Ⅲ相比显示出了不同
变化，可以看到支气管轴、肺泡小叶之间和胸膜下存

血管反应性
组Ⅰ内左右肺血管反应性无差异。
肺动脉环的血管收缩反应
在组Ⅱ（图2，A）中，右肺动脉中去氧肾上腺
素诱导的最大张力反应显著高于左肺动脉（3.75±
0 . 3 7 m g v s . 1 . 9 5 ± 0 . 3 5 m g ，P = 0 . 0 0 1 ） ， 右
肺 动 脉 的 EC

50

浓 度 也 显 著 高 于 左 肺 动 脉

在明显的静脉增生，血管中膜肌肉增生导致静脉壁增

（ 8 . 3 0 × 1 0 ± 1 . 9 × 1 0 -7 M v s . 5 . 6 × 1 0 -7± 1 . 8 ×

厚。（图1）。

10-7 M，P=0.323）。在组Ⅲ中（图2，D），左右肺动脉的

动脉壁未见组织学变化。

-7

Emax或EC 50无显著性差异。3组之间的右肺动脉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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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组右肺动脉环应用去氧肾上腺素、乙酰胆碱、钙离子载体和硝普纳后的剂量依赖性药物浓度-血管舒缩反应曲线。三组
之间的右肺动脉收缩反应并无明显差异，但组Ⅱ和组Ⅲ的舒张反应与组Ⅰ相比显著减弱。A.去氧肾上腺素（10 -9~3×10 -4 M）诱
导的肺动脉环收缩。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各组间右肺动脉环的收缩无显著性差异。B.乙酰胆碱（10 -9~10 -4 M）在去氧肾上腺
素预处理的肺动脉环中诱导的舒张反应。尽管组Ⅱ和组Ⅲ的舒张反应与组Ⅰ相比有所降低，但并无统计学意义（组Ⅱ和组Ⅲ的
Emax与组Ⅰ相比分别为P =0.333和P =0.334）。C.钙离子载体（10-10~3×10-7 M）在去氧肾上腺素预处理的肺动脉环中诱导的舒张
作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较组Ⅰ相比，钙离子载体在组Ⅱ和组Ⅲ中诱导的舒张反应显著低于组Ⅰ（组Ⅱ和组Ⅲ的Emax与组Ⅰ
相比分别为P =0.002和P =0.003；EC50分别为P =0.003和P =0.001）。组Ⅱ和组Ⅲ之间的舒张反应无显著性差异。

无显著性差异（图3，A）。

均显著降低，但组Ⅱ和组Ⅲ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

肺动脉环的血管舒张反应

免疫印迹分析

在去氧肾上腺素预收缩的肺动脉环中，组Ⅱ中用

肺组织匀浆后进行的免疫印迹分析显示，各组

乙酰胆碱（Emax，49.9%±7.2% vs. 62.8%±6.2%，

间的eNOS蛋白含量存在差异（图4）。组Ⅱ与组

vs. 1.0×

Ⅰ相比eNOS蛋白含量显著更低（0.941±0.149 vs.

10 ±4.3×10 M，P =0.21；图2，B）或钙离子载体

1.536±0.222，P =0.045）。然而，组Ⅲ的eNOS蛋白

（Emax，49.6%±6.4% vs. 75.3%±6.2%，P =0.07；

含量并未显著降低（1.275±0.236，P =0.39）。

-7

P = 0 . 1 8 7 ； E C 50， 1 . 9 × 1 0 ± 5 . 0 × 1 0
-7

-8

-8

-7

-8

-7

-8

EC50，3.9×10 ±3.9×10 vs. 3.3×10 ±3.8×10 M，

P =0.262；图2，C）诱导的右肺动脉舒张反应与左肺

讨论

动脉相比显示出了降低的趋势，但并无统计学意义。
在组Ⅲ中（图2，E，F），左侧和右侧肺动脉的Emax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长期单侧腔肺分流的实验猪
模型中，缺少血流搏动会导致单侧肺动脉压和PVR升

和EC50均无显著性差异。
3组间的肺动脉在硝普钠诱导的血管舒张反应方

高。无搏动血流降低了内皮细胞依赖性的肺动脉舒张

面无差异（组Ⅰ、组Ⅱ和组Ⅲ的左侧和右侧肺动脉的

反应。最后，无搏动循环肺中的eNOS表达也会受到

Emax分别为115%±19% vs. 113%±19%、108%±18%

抑制。

vs. 115%±18%和97%±11% vs. 101%±11%)。

据我们所知，本研究首次在长期动物模型中评估
了肺血管系统在无搏动血流条件下的血流动力学和血

个体之间的血管反应性比较

管舒缩功能。研究中右肺内皮系统长期接触无搏动血

3组之间的右肺动脉血管反应性比较显示，各
组间乙酰胆碱诱导的右肺动脉舒张反应无显著性

流，而左肺则保持生理状态下的搏动血流，因此每只
猪均可进行自身对照。

差异（图3，B），但在钙离子载体诱导的右肺动

组Ⅱ（无搏动组）中右肺血管无搏动血流导致管

脉舒张反应方面，组Ⅱ（Emax，49.6%±6.4%，

壁剪应力消失，最终引起的血流动力学结果是右肺动

-7

-8

P =0.0003；EC50，3.9×10 ±3.9×10 M，P =0.001）

脉压显著高于左肺。PVR的变化也经历相同的过程。

和组Ⅲ（Emax，44.6%±7.3%，P =0.002；EC 50 ，

在组Ⅲ中，由于存在部分顺行搏动血流，使发生的肺

-7

4.2×10 ±4.3×10

-8

M，P =0.003）与组I（Emax，
-7

-8

76.8%±6.7%；EC 50，2.4×10 ±2.9×10 M）相比
18

动脉高压程度有所降低，因此，尽管组Ⅲ的右肺动脉
压显著高于组Ⅰ，但显著低于组Ⅱ水平，也低于组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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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依赖性的血管舒张作用）诱导的血管舒张并未受影
响 [3]。我们的数据证实了这些结果，即乙酰胆碱诱导
的右肺动脉舒张反应发生改变，但硝普纳诱导的舒
张反应并未受到影响。这些结果提示，在Fontan循环
中，搏动缺失可导致内皮功能障碍，且肺动脉平滑肌

β-肌动蛋白

的舒张功能仍存在。乙酰胆碱反应减弱的精确机制仍
P =0.045

需进一步探索。体外研究证实，管壁剪应力缺失会导
P =0.39

致成纤维细胞、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15] 和eNOS [16] 的

eNOS肌动蛋白/β-肌动蛋白

转录水平降低。血流搏动已被证实是一种引起一氧化
氮释放的强效刺激因素[17]。
与乙酰胆碱和钙离子载体引起的反应相反，硝普
纳引起的血管舒张反应，在各组间及组内左右肺血管
中均无改变。因此，腔静脉-肺动脉分流术并未改变
非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反应（无论在组间或肺侧均无
差异）。Fontan循环晚期失效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
PVR的增加。由于无搏动或轻微搏动血流下的肺循环
仍对硝普纳敏感，Fontan术后应用外源性一氧化氮因
子，或许可以减缓患者长期PVR的增加。
图4 各组肺组织中eNOS蛋白表达水平的免疫印迹分析。
上图为各组按照正文所述方法进行免疫印迹分析后的典型
结果。下图为各组内10只猪的汇总数据。eNOS的密度值以
β-肌动蛋白值进行标准化，即eNOS蛋白/β-肌动蛋白。标
准化后数据以均值±标准差表示。结果显示，组Ⅱ和组Ⅲ的
eNOS蛋白/β-肌动蛋白比值分别降低39%（P =0.045）和17%
（P =0.39）。

组Ⅲ中部分保留了搏动血流，以预防Fontan循环
效应的影响，使得肺动脉高压受到限制。这些结果
表明，即使仅有残余的顺行搏动血流，也能对无搏动
血流引起的内皮细胞损伤起到保护作用。然而，我们
的血管运动性研究并未证实这一保护作用。在临床领
域，尽管最开始存在争议，目前多数研究者提倡在腔
静脉-肺动脉分流术后保留顺行的搏动血流[18-20]。

的左肺动脉压水平。
从功能性角度来看，血流搏动的调节还能够显著

为了进一步确定内皮细胞功能异常潜在的分子

改变肺血管的反应性。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首次描述

机制，我们评估了重构血管壁中的eNOS蛋白表达

了在长期无搏动的体内肺血管系统模型中，肺血管反

情况。

应性的变化特点。在组Ⅱ中，搏动缺失导致血管对

有研究表明，一些Fontan循环失效的患者与正常

乙酰胆碱和钙离子载体诱导的舒张反应明显降低。在

对照者和手术结局较好的患者相比，存在eNOS的过

组Ⅲ中，顺行搏动血流消除了右肺和左肺对血管舒张

度表达，这可能与内皮功能障碍相关 [21]。然而，在这

剂反应的差异。然而对3组之间的右肺血管舒张反应

些患者中，肺动脉异常血流会引起管壁剪应力增加，

进行的比较显示，组Ⅱ和组Ⅲ的血管反应性与组Ⅰ相

并且红细胞增多可能会导致内皮功能障碍，过度刺激

比均受到损伤，反映了组Ⅱ的搏动缺失和组Ⅲ的搏动

一氧化氮通路以维持较低的肺动脉压。在腔静脉-肺

降低。已有大量使用一氧化氮拮抗剂（N-甲基-L-精

动脉分流诱导产生肺动脉高压的羔羊、低氧血症大鼠

氨酸或亚甲蓝）进行的试验性研究显示 [11,12]，血管对

和红细胞增多的大鼠中，均存在eNOS表达上调[22-24]。

乙酰胆碱的舒张反应为内皮细胞依赖性，并以一氧化

与之相反，成年肺动脉高压患者中的eNOS表达反而

氮为介质，临床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果

[13,14]

。搏动通

降低[25]。

过改变内皮细胞功能来影响血流动力学。一项在双向

我们发现，右肺无搏动血流的组Ⅱ中eNOS蛋白

腔肺分流患者中进行的临床研究显示，乙酰胆碱引起

表达显著降低，而存在轻微搏动血流的组Ⅲ中仍得以

的血管舒张作用（内皮依赖性）在此类患者中显著减

保持。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组Ⅱ中内皮依赖的血管舒张

弱，但是硝酸甘油（外源性一氧化氮供体，具有非内

作用发生改变相吻合，表明肺动脉高压可能是由内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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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障碍所致。由于一氧化氮产生血管舒张作用，并
且能够抑制平滑肌细胞有丝分裂，因此通过轻微血流
搏动来恢复一氧化氮的生成，可能对降低Fontan术后
PVR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结论
本项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单侧腔静脉-肺动脉
分流的猪模型中，缺少血流搏动会导致单侧肺动脉压
和PVR升高。无搏动血流会降低肺动脉的内皮细胞依
赖性血管舒张作用。免疫印迹分析显示，无搏动的肺
循环中eNOS表达水平降低。
由于非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仍得以维持，可以抵
消内皮功能障碍产生的影响。因此，非内皮依赖性血
管舒张剂或许对伴有肺动脉压升高的Fontan循环失效
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最后，由于血流搏动是一个重
要的肺血管张力调节因素，我们的研究显示轻微搏动
能够降低搏动缺失对血管产生的影响。从肺动脉内皮
功能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观察结果支持在双向腔肺分
流患者中保持分支血流搏动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Pascal Chiari博士对本项研究进行了严格评
估，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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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 手术

应用胸腔镜对接受新辅助治疗后的ⅢA期（N2）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进行术前纵隔再分期的Ⅱ期前瞻性试验：癌症和白血病B组
39803方案的研究结果

目的：对接受新辅助治疗后的ⅢA期（N2）非小细胞肺癌的N2淋巴结进行准确的病理学再分期是必要的。
方法：一项前瞻性的多中心试验，旨在判断对于接受了2个周期的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和（或）40 Gy或更大剂量
放疗的经纵隔镜证实的ⅢA期（N2）非小细胞肺癌采用电视胸腔镜对同侧淋巴结进行再分期的可行性。目标包括
活检获取3站阴性的N2淋巴结或确定1站阳性的N2淋巴结或胸膜转移癌。

结果：10个研究机构共纳入68例患者。68例患者中，46例（68%）接受放疗，66例（97%）接受化疗。27例（40%）患
者的电视胸腔镜检查结果达到初步可行性研究的标准：7例患者经开胸手术证实3站淋巴结为阴性，16例患者持
续处于N2期病变，4例患者发生胸膜转移。在20例（29%）手术中，没有发现N2期病变，没有做3站淋巴结活检的
原因是存在意料之外的淋巴结缺如。因此，有47例（69%）患者使用电视胸腔镜手术（95%可信区间为57%~80%）
进行了纵隔再分期。21例（31%）患者的电视胸腔镜手术失败是由于手术不得以被中止（n=11）或是由于淋巴结假
阴性（n=10）。21例手术失败者中，15例位于右侧，10例存在4R站淋巴结阳性。如果将那些淋巴结缺如的患者也
包含在内，电视胸腔镜手术的敏感性为67%（95%可信区间为47%~83%），阴性预测值为73%（95%可信区间为
56%~86%）。如果排除这些患者，其敏感性为83%（95%可信区间为63%~95%），阴性预测值为64%（95%可信区间
为31%~89%）。特异性为100%。1例患者在开胸手术后死亡。

结论：电视胸腔镜手术再分期在该前瞻性多中心试验中是“可行的”，并且能够提供同侧胸腔淋巴结的病理学标
本。放疗和存在4R站淋巴结限制了电视胸腔镜再分期的应用。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9-16）

对于ⅢA期（N2）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ancer and Leukemia Group B，CALGB）8935研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癌症和白血病B组

究明确了其接受新辅助治疗前进行标准化的经纵隔
镜组织病理学分期的作用 [1] 。完整的随访数据来自
于CALGB 8935研究和西南肿瘤协作组8805研究，
这2个独立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结果表明，与那些诱
导治疗后获得有效的淋巴结降期的患者相比，诱导
治疗后手术切除时仍残留有N2期病变者并未获得与
之相同的生存获益 [2,3] 。具体来说，在西南肿瘤协作
组8805研究中，开胸手术时不存在N2淋巴结病变的
患者（30个月）和持续存在N2期病变的患者（10个
月，P =0.005）的中位生存时间有显著性差异 [2] 。同
样地，在CALGB 8935研究中，以术后3个月的标志
性事件为界（说明辅助治疗的异源性），若在开胸手
术时淋巴结分期降至无N2期病变，其无失败中位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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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可切除性进行评估的可行性。持续存在纵隔

缩写及缩略词
CALGB
EBUS
EUS
NPV
NSCLC
PET
VATS

= 癌症与白血病B组
= 支气管内超声
= 食管内超声
= 阴性预测值
= 非小细胞肺癌
=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 电视胸腔镜手术

淋巴结（N2）阳性或有胸膜转移癌被定义为不可切
除。次要目的包括安全性记录和评估用胸腔镜对接受
过纵隔镜检查和诱导治疗后的纵隔淋巴结进行切除前
再分期的准确性（假阴性率）。
入组要求肿瘤在诱导治疗前经纵隔镜检查证实
组织学分期为ⅢA期（N2）。接受过至少2个周期的
化疗和（或）放疗（≥40 Gy），或接受过单纯放疗

存时间为47.8个月；如果持续存在N2期病变，则为
8.2个月（P =0.01） [3]。这类患者很少从手术切除中获
益，手术有时还会发生围术期并发症、死亡及生活自
理能力的暂时丧失。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精确、微创的方法对
接受新辅助治疗后的纵隔淋巴结进行再分期，从而把
那些预期能够从手术切除中获益的患者与持续存在纵
隔淋巴结病变的患者区分开来。对纵隔淋巴结的病理
学再分期可以使那些诱导治疗无效的患者避免接受无
谓的开胸手术。在经过先前进行的切除、放疗或细胞
毒性治疗后，气管旁区域、隆突下区域和主肺动脉窗
区域会出现粘连，所以重复纵隔镜检查可增加发生并
发症的风险并且降低再分期的准确性[4,5]。
胸腔镜因其清晰度提高并且可以取到后纵隔、下
纵隔、肺门后、主肺动脉窗区域的淋巴结，所以是替
代重复纵隔镜检查的一个有效选择。虽然胸腔镜也可

（≥40 Gy），且必须在60天内完成登记。对治疗有
效或局部病变稳定的患者视为合格病例。
本研究中患者存在以下情况视为不合格病例：患
者存在伴发疾病使其不适合接受随后的手术切除，患
者不愿意接受随后的解剖性切除（如肺叶切除或全肺
切除），诱导治疗后肺功能检查显示患者无法耐受手
术，或患者目前合并有除了非黑色素瘤皮肤癌之外的
第二种活动性恶性肿瘤。先前经过治疗的肺癌复发患
者视为不合格。有局部疾病进展，定义为局部肿瘤大
小增加超过25%，或在新的部位出现恶性肿瘤，也视
为不合格。患者不能有同侧胸膜腔内手术史。东部肿
瘤协作组体能状态评分为0~2分是必备条件。
所有患者均提供了知情同意书，且研究得到每个
参研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在登记注册之
前，患者必须接受由CALGB认证的胸外科医师的评
估，以确定他们的肿瘤是否适合于手术切除。如果外

以发现临床隐匿的胸膜转移癌，但它的局限在于医师

科医师累积的患者数量达到CALGB以前的VATS指南

仅能对同侧的纵隔淋巴结进行评估。

的要求，则被认定为有研究资质。在当前指南中，新

我们的假设是，对于治疗前经病理学证实已存在

参与的外科医师需要先提交10份能反映其具备参与本

淋巴结受累的患者，胸腔镜可以被用来对接受新辅助

项目所需技术水平的微创手术的手术记录，然后由项

治疗后的患者的同侧淋巴结进行病理学再分期。本研

目负责人授予其研究资质。

究的主要终点是确定经胸腔镜获取多站淋巴结的安全

在接受新辅助治疗之后开胸手术之前，患者接受

性和可行性，并在开胸手术后验证其明显的淋巴结降

同侧VATS检查。选择性肺通气建立之后，患者取侧

期。如果胸腔镜再分期技术能够在本项可行性研究中

卧位。建议做3到4个胸腔镜戳孔，戳孔的位置由手术

得到验证，那么随着Ⅲ期NSCLC的多学科（综合）

医师决定。一般情况下，镜头戳孔置于第6或第7肋

治疗方案的改进，这一概念可能会成为CALGB领域

间，可对胸膜腔内的粘连情况进行评价。建议其他手

将来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术戳孔的位置要与计划进行的开胸手术切口在一条线
上，包括1个在肩胛下角的前面，1个在其稍后面。如

方法

果需要第4个戳孔，则一般置于腋下。
如果组织学证实存在胸膜转移癌、恶性胸腔积液

一项由CALGB研究组（一个美国国立癌症研究

或任一纵隔淋巴结阳性，则认为胸腔镜手术再分期有

所赞助的多学科协作组织）发起的前瞻性非随机的Ⅱ

积极意义。治疗前经纵隔镜检查证实的病变的淋巴结

期临床试验，其目的旨在评估电视胸腔镜对接受过纵

站是再分期的特定目标，除非在对特定目标站淋巴结

隔镜检查和新辅助治疗的ⅢA期（N2）NSCLC患者

采样前已经确认有胸膜转移癌或其他站纵隔淋巴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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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果在对至少3站淋巴结进行采样后没有发现不

NC）。可行性的定义如下：能取样至少3站阴性的纵

可切除的证据，且没有恶性疾病的证据，则认为检查

隔淋巴结（N2）或能确认1站阳性的纵隔淋巴结或能

是全面的，结果是阴性的。

确认有胸膜转移癌。该可行性方案的研究终点是要么

该方案指导外科医师根据原发肿瘤的位置对特定
的淋巴结站进行再分期。肿瘤位于右肺上叶，需要

发现持续存在的恶性肿瘤要么成功完成手术切除。长
期生存和复发模式不是本研究的终点。

对2R、4R及第7站淋巴结进行采样活检。肿瘤位于右

在研究开始时，研究者一致认为如果超过80%的

肺中叶和右肺下叶，需要对4R、7和9R站淋巴结进行

患者成功地完成该项手术，那么对这项手术技术的发

采样活检，鼓励但不强求对2R站淋巴结采样活检。

展将倾注更多的兴趣；如果手术成功率少于65%，那

右侧肺门肿瘤需对2R、4R、7和9R站淋巴结进行采

么，除非做了重大的改进，否则将不会批准关于这项

样活检。左肺上叶的肿瘤，需对第5、6、7站淋巴结

手术技术的更多研究。研究计划收集75例患者资料，

进行采样活检，“如果可行的话”（方案的原文）鼓

那么将有90%的把握度以0.05为单侧的显著性水平来

励对4L站淋巴结进行采样活检。左肺下叶肿瘤的再

区分真实的可行性率是65%还是80%。

分期需对第5、7和9L站淋巴结进行采样活检，可选

提供VATS再分期的可行性率及其95%的可信区

择性对第4L站淋巴结采样活检。同样，左侧肺门肿

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以开胸手术的结果

瘤，需对第5、6、7或9L站淋巴结进行采样活检，可

作 为 参 考 标 准 来 计 算 VAT S 再 分 期 的 敏 感 性 和 特 异

选择性对第4站淋巴结采样活检。开胸手术时也需要

性。VATS再分期的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对相同的淋巴结站点进行采样活检。尤其那些在治疗

value，NPV）和阳性预测值也要被计算出。所有的

前颈部纵隔镜检查发现的原始阳性淋巴结站更是开胸

P 值是双侧的。对3级和3级以上的并发症进行列表报

手术的特定目标。

告。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影响VATS再分期效果的

再分期结果为阴性的大多数患者接受了在同一麻

潜在变量。

醉下进行的开胸手术和解剖性切除（如肺叶切除、双

结果

肺叶切除或全肺切除）以及纵隔淋巴结清扫。7例患
者以2个独立手术的形式接受了VATS再分期和开胸手
术。2次手术的间隔时间从6天至29天不等。由外科医

研究从1998年9月15日启动至2003年9月30日终

师决定那些再分期结果为阳性的患者是否仍可接受手

止，来自于10个研究机构的累计75例患者纳入该研

术切除治疗。

究。7例患者无法进行评估。其中3例是因为没有接
受治疗前纵隔镜检查，而仅通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检查确诊为

统计学分析
由CALGB统计中心来处理患者的登记注册和数

ⅢA（N2）期病变。其他4例患者无法进行评估的原

据收集。CALGB统计中心的工作人员和研究负责人

因是（每例一个）：术后病理学结果证实是血管内皮

确保数据的质量。由CALGB统计学家用SAS统计软

瘤而不是肺癌，纵隔镜检查为阳性的淋巴结证实为对

件9.1版进行统计学分析（SAS Institute Inc， Cary，

侧N3淋巴结而不是同侧N2纵隔淋巴结（因此无法为

75 例登记注册

7 例不合格

68例 可评价
符合初步可行性研究
的标准
N = 27（40%）

不符合标准
N = 21（31%）
成功再分期但
是淋巴结站消失
N = 20（29%）

3站淋巴结
阴性
N=7

N2期病变
持续存在
N = 16

T4期
癌扩散
N=4

手术中止
N = 11

N2淋巴结
假阴性
N = 10

图1 患者结果的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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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基线特征（n = 68）
变量

人口统计学数据如表1所示。大多数入组者是白
人，49%为男性。该研究人群的中位年龄为61岁（范

值

围，40~77岁）。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评分，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岁）
中位值
范围
种族
白人
黑人
亚洲人
体能状态
0
1
先前治疗
胸部放疗
诱导化疗
初次诊断
腺癌
鳞状细胞癌
未分化大细胞癌
未分化非小细胞癌
纵隔镜检查淋巴结阳性
1
2
3~4

33（49）
35（51）

60%为0分，40%是1分。所有的患者在入组前要么接

61
40~77

疗，49%的患者接受了3个周期的化疗），要么接受

66（97）
1（1）
1（1）

有一半（49%）的入组患者被诊断为腺癌。68例患者

受了新辅助化疗（97%的患者接受了≥1个周期的化
了放射治疗（68%），或者两种治疗方法均接受。约
中，有53例（78%）在首次纵隔镜检查时仅有1站纵
隔淋巴结阳性，14例（21%）有2站N2淋巴结阳性，1

41（60）
27（40）

例（1%）有3站N2淋巴结阳性。因此，68例可评估的

46（68）
66（97）

在研究项目中，这些人中很多将不会考虑手术切除。

33（49）
16（24）
2（3）
17（25）
53（78）
14（21）
1（1）

数据以n（%）表示，除非另有说明。

患者中，15例（22%）有多站N2期病变；若不是因为
75%的入组患者的胸腔镜再分期手术是在右侧
胸部进行的。胸部切口的中位个数为3个（范围，
1~4）。VATS再分期手术的中位持续时间为63分钟
（范围，15~313分钟）。61例患者接受了开胸手术。
4例被发现有胸膜转移癌的患者及3例被发现有持续存
在的淋巴结病变的患者均未接受后续的开胸手术。
获取66例患者的术后并发症资料并总结于表2。
本研究中有1例患者（唯一1例危险分级为5级的患
者）在开胸肺切除术后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而死

再分期提供治疗前目标），新辅助治疗前有PET分期
而无纵隔镜检查（因此再分期时没有病理学上证实的

亡。有7例患者在胸腔镜再分期后进行开胸和解剖性
切除时出现9次危险度为3级的并发症。1例患者在对
其隆突下第7站淋巴结进行再分期时活检钳损伤了左

目标），肺门部的巨大肿块直接侵入纵隔，使下一步

主支气管（危险度3级），随后放弃对该患者的再分

的手术切除无法完成。随后的分析是基于68例患者的

期手术，并开胸修复发现的损伤。死于急性呼吸窘迫

数据（图1）进行的。

综合征（危险度5级）的患者还发生了危险度为4级的
心律失常和血栓症。

表2 胸部手术并发症（n = 66）

胸管留置的中位时间为4天（范围，1~72天）。
88%的可评估ⅢA期患者（所有这些人都接受了新辅

危险度分级
并发症
心血管并发症（心律失常）
其他的心律失常
室上性心律失常
心血管并发症（常见的）
血栓形成/栓塞
手术损伤支气管
皮肤/表皮
伤口感染
肺部并发症
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
气胸
其他肺部并发症
发生危险的总人数

3（严重）

4（危及生命） 5（致命的）

气从而延长了胸管留置时间。
2（3）
3（5）

1 (2）
0

0
0

0
1（2）

1 (2）
0

0
0

1（2）
0

0
0

0
1（2）

1（2）
1（2）
7（11）

0
0
1 (2）

0
0
1（2）

括号内的数据为百分数。仅列出了危险度为3级及3级以上的手术相关并发症。

24

助治疗）因为解剖性切除而不是再分期手术导致的漏

可行性计算
在68例可评估患者中，有27例（40%）患者的
VATS再分期达到初步可行性研究的标准。这一组人
群中包括7例在再分期手术中成功采样了3站阴性纵隔
淋巴结，此结果由开胸手术时无残余淋巴结病变（包
括在纵隔镜检查时发现的原始病灶淋巴结）加以证
实。16例（24%）患者在其开胸手术前的采样中发现
1站或更多站的持续阳性的纵隔淋巴结，4例（6%）
患者发现有临床隐匿性的胸膜转移癌（T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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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例患者中，21例（31%）VATS再分期手术失

使用这些数据，如果将采样不足的亚组视为

败。11例手术失败的原因有：胸腔粘连或肿瘤体积巨

VAT S 失 败 ， 可 行 性 率 将 是 6 8 分 之 2 7 或 4 0 % （ 9 5 %

大（n=9），气道损伤（n=1）或无法达到充分的肺萎

C I ， 2 8 % ~ 5 2 % ） 和 假 阴 性 率 （ VAT S 没 有 发 现 持

陷（n=1）。在4例患者中，通过胸腔镜对3站淋巴结

续存在的淋巴结病变而开胸手术时发现）为38.5%

取活检没有发现肿瘤，但在开胸手术时发现残留淋巴

（95% CI，20%~59.4%）。如果将采样少于3站淋巴

结病变。最终，有6例患者因为淋巴缺如使胸腔镜取

结，但开胸手术时没有发现持续存在的淋巴结病变

样的数量少于3站，且在VATS再分期时未发现病变淋

视为VATS成功，可行性率将是（20+27）/68或69%

巴结，而在开胸手术时发现淋巴结病变。这些情况被

（95% CI，57%~80%），假阴性率为33%（95%

视为VATS再分期手术失败。我们没有发现在原发肿瘤

CI，17%~53%）。因为69%的估计可行性率大于预

的位置（上叶 vs.下叶）或外科医师的再分期手术经验

先设定的持续关注的下限（即，65%），VATS再分

与取样不足或失败的发生率间存在统计学关系。

期的可行性在将来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

26例（38%）患者是因为再分期手术中活检取样

题。但是，因为持续关注的下限仍然介于57%~80%

的淋巴结少于3站而未能达到初步研究设定的有效终

的95% CI范围内，我们的数据不能明确的确定VATS

点。尽管是由经验丰富的外科医师在开胸肺切除时完

再分期的可行性。

成的纵隔淋巴结清扫，但是每例患者至少有1站N2淋
巴结无法找到淋巴结组织。新辅助化疗和（或）放疗
似乎已将相应解剖范围内的淋巴组织完全杀灭，只剩
下了瘢痕组织。这26例患者中，有6例因假阴性取样
而在前面的段落中被提到过，取样结果显示阴性，但
开胸手术时发现有持续淋巴结病变，这6例也被归于

放疗和化疗的影响
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放疗（接受对未接受）
对VATS效果的影响（成功对失败，成功对开胸手术
阴性无淋巴结）。分析表明，根据初步研究的界定，
VATS失败与放射治疗有关（表3和表4），虽然不表
现为剂量相关性。同样，接受了0~2个周期的化疗的

VATS再分期手术失败组。
纵隔镜检查示纵隔淋巴结阳性的其余20例患者
（可评估患者的29%）接受了新辅助治疗，且至少有1
站淋巴结没有发现残留的淋巴结组织，但在开胸淋巴
结清扫时未发现病变淋巴结组织。这20例患者中，有
14例（70%）取得对原始阳性淋巴结站的VATS活检，
但是在第3站淋巴结没有发现淋巴结组织。开胸手术时
在这20例患者的原发部位都没有发现淋巴结病变，从

患者与接受了大于2个周期的患者相比，疗效上无显
著统计学差异。除了放疗的影响，腺癌患者的VATS
成功率低于其他组织类型的患者。
解剖位置与再分期失败的关系
对VATS再分期手术未发现而开胸手术发现的持
续存在的阳性纵隔淋巴结的部位分析见表5。将近一
半的假阴性淋巴结位于4R站。

而证实肿瘤得到降期。因为新辅助治疗至少可以使1站
的淋巴结消失，所以初步研究对成功的定义是有缺陷
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成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对
这20例患者重新分组并进行独立分析是合理的。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VATS可能是检测或排除持续
存在的淋巴结病变的一个有用工具，并且对于没有

表3 接受放疗或化疗的患者进行VATS结果的分层（n =64*）

接受过作为其诱导治疗一部分的放疗的患者来说，

电视胸腔镜手术结果

VATS再分期可能有更好的NPV。VATS被证实对发现

放射剂量（cGy）
成功
失败
采样不足
化疗周期
成功
失败
采样不足
不包括4例胸膜转移的患者。

患者（n）
无
11
5
5
无
1
0
0

<5000
5
6
9
1~2
8
8
16

5000~<6000
5
6
3
3~5
10
7
4

≥6000
2
4
3
6~8
4
6
0

ⅢA（N2）期病变在新辅助治疗后的隐匿胸膜转移癌
尤其有用（此前瞻性试验中为6%)。胸腔镜再分期手
术对4R站淋巴结进行可靠的再分期确有困难。
对于纵隔淋巴结已得到杀灭的患者，在手术切除
已局部进展的ⅢA期（N2）非小细胞肺癌前接受新辅
助治疗可改善生存 [2,3] 。更具体地说，对持续存在N2
期病变的患者来说，手术切除与非手术治疗的长期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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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接受放疗或化疗的患者成功实施VATS的统计学资料
成功 vs. 失败
变量
放疗（无 vs. 有）
年龄
性别（男性 vs. 女性）
组织学类型（腺癌 vs. 其他）
化疗（≤2 vs. >2周期）
年龄
性别（男性 vs. 女性）
组织学类型（腺癌 vs. 其他）

成功 vs. 采样不足

P值

比值比（95%可信区间）

P值

0.0525
0.8226
0.1731
0.0267
0.7544
0.7428
0.1068
0.0598

4.9（1.0~24.6）
1.0（0.9~1.1）
0.4（0.1~1.5）
5.6（1.2~25.6）
0.8（0.2~3.4）
1.0（0.9~1.1）
0.3（0.1~1.3）
3.8（0.9~15.6）

0.0404
0.4116
0.2178
0.0349
0.0059
0.6509
0.3872
0.0273

比值比（95%可信区间）
5.4（1.1~26.6）
0.9（0.8~1.0）
0.4（0.1~1.7）
4.9（1.1~21.1）
0.1（0~0.5）
1.0（0.9~1.1）
0.5（0.1~2.3）
7.2（1.2~41.4）

“成功”定义为符合研究终点（即胸膜转移，纵隔淋巴结转移，或3组淋巴结采样未发现转移）；
“失败”定义为不符合研究终点（即，活检未获得3组阴性的淋巴
结或手术中止）“采样不足”表示切除的淋巴结组织少于3组。VATS ，电视胸腔镜手术。

存是相似的 [6] 。详细分析西南肿瘤学组8805研究 [2] 和

例为主动脉弓和1例为上腔静脉）和1%的死亡率 [5]。

CALGB 8935试验 [3]的研究结果显示，淋巴结降期是

另外一个来自德国的联合研究共有104例再次纵隔镜

长期生存的最重要预测因素。

检查，报道的敏感性为61%，准确性为88% [15]。一项

美国的两个协作组的研究显示纵隔淋巴结降期率

有30例患者的前瞻性研究比较了再次纵隔镜检查和

为21%~50%，强调持续存在病变的临床意义在于新

PET计算机断层融合扫描的准确性，结果显示再次纵

辅助治疗后对其进行准确的再分期。单纯影像学检查

隔镜检查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由于严重的粘连和纤

无法提供足够的准确度。虽然PET扫描对原发瘤床持

维化所以不够准确 [7]。本研究中检测到残余纵隔淋巴

续存在的肿瘤显示出一定的预测价值，但在评估纵隔

结病变的敏感性只有29%，准确度为60%。纤维化不

淋巴结方面仍不可靠。再分期性PET扫描对持续存在

仅影响再次手术的准确性，而且对纵隔评估的完整性

的纵隔淋巴结病变的特异性大致为85%~90%，但敏

也产生负面影响[4]。

感性却有些令人失望，低至50%~60% [7-12]。这可能是

本试验的设计中未曾料到会普遍使用大剂量的新

因为PET无法发现存在于纤维化组织内的小的持续淋

辅助化疗和放疗。本研究的贡献之一是发现在积极的

巴结病变或淋巴结灌注改变影响了PET示踪。

新辅助治疗后一站范围内的所有淋巴结组织可完全消

通过无创影像学检查无法对持续存在的淋巴结病
变进行准确预测导致手术入路对纵隔淋巴结进行再分
期。虽然一些研究者报道过经初次纵隔镜入路再次行
纵隔镜检查具有一定的准确度 [13,14]，但也有一些大宗
病例研究显示其敏感性和准确率较低。来自于西班牙
和比利时的两个欧洲研究中心的104例再次纵隔镜检
查的结果显示，其敏感性为71%，特异性为100%，准
确性为84%。该研究还报道了2%的大出血发生率（1

失。20例患者（占可评估患者的近三分之一）在初
次纵隔镜检查时组织学证实为N2期病变，而在随后
进行的VATS再分期和开胸手术时发现相应站内的所
有淋巴结组织全部消失。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类
别的26例（39%）患者进行双重统计分析。如果我们
采用最初的方案标准，那么这个亚组就会因为淋巴结
采样不足而被认定VATS失败，那么可行性率将只有
39.7%。如果我们愿意将这个亚组视为VATS成功，因
为开胸手术时没有发现淋巴结病变，那么可行性率将
是69.1%，结果是勉强可行。亚组分析显示，放疗与

表5 淋巴结（站点）在VATS表现为阴性而开胸手术为阳性
的情况
部位

站点

右侧

第2站上段气管旁
第4站下段气管旁
第7站隆突下
第5站肺动脉主干
第6站前纵隔
第9站肺韧带

左侧

VATS ，电视胸腔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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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
10
3
4
1
1

这些纤维化的淋巴站内缺乏淋巴结组织有关，但是无
剂量相关性。另外的亚组分析也显示了VATS在4R站
位置有不成比例的失败率。造成这一结果有几个可能
的原因，包括位于右肺上叶的巨大肿瘤，妨碍了4R站
位置的暴露；奇静脉-下腔静脉交界和肺动脉与淋巴
结床之间的关系；之前纵隔镜检查造成的瘢痕；放射
场对该区域的影响。
本项前瞻性多中心外科研究的实力雄厚。所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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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者均由CALGB的胸外科医师在治疗前完成颈部纵

再分期系列研究，显示其NPV 只有20%[18]。还有一项

隔镜检查且组织学证实为N2（而不是N3）期病变。

使用EUS对未经治疗的纵隔淋巴结病变进行分期的大

新辅助治疗方案由各个研究中心设定，最低标准则由

样本系列研究报道的敏感性仅为72.6% [19]，对这一病

研究方案规定。此外，所有参与研究的外科医师均完

患组的荟萃分析显示其汇总敏感性为83%，而对正常

成了质量保证资格认证。

大小淋巴结的敏感性较低，为39%~75%[20]。对接受了

本试验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原始研究方案是在我

大剂量放化疗的纤维化淋巴结进行针吸活检的敏感性

们认识到大剂量的新辅助治疗能够把某些站的所有淋

可能会更低。或许，一个潜在的方案可以是在诊断的

巴结组织完全杀灭前设计的。因为不可能对已经不存

时候使用无创技术（如EBUS/EUS），而将纵隔镜检

在的淋巴结完成采样，这就把我们置于一个对过程进

查留在诱导治疗后的再分期时使用。这可能使外科医

行事后分析的境地。因此，真正的可行性可能介于我

师对更高部位的和对侧的淋巴结等之前无法触及的纵

们提出的2个极端数据分析方案之间：根据最初试验

隔区域进行评估。

方案的分析（没有发现淋巴结组织就是失败）和基于
假定没有发现淋巴结组织就等同于淋巴结活检阴性的

结论

分析。偏倚是可能存在的。如果外科医师在进行胸腔
镜N2淋巴结清扫时没有发现淋巴结组织，这可能会
影响在开胸肺切除时对同站淋巴结的切除程度。鉴于
这10个参研中心胸外科的手术水平，这似乎不太可能
发生。重要的是要记住，只有68例的受试者，这就限
制了二级分析的力度。此外，我们的研究中右侧胸部
手术占了大多数（76%）。这样就限制了对手术在左
胸效果的观察，但也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突出对4R站淋
巴结采样的问题。最终，该研究于2003年停止纳入患
者，从那时起分期和再分期技术均有所改进。然而，
我们相信，此项前瞻性试验的结果仍然可以为寻求
ⅢA期（N2）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个体化治疗的胸外
科医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数据。
在本项前瞻性研究进行期间技术也在更新进
步。许多研究中心现在已经积累了微创内镜技术
方面的经验，如经支气管针吸活检、食管内超声
（endoesophageal ultrasound，EUS）针吸活检，和支

新辅助化疗或放疗后的胸腔镜纵隔再分期在该项
前瞻性多中心的研究中是可行的，虽然合并有放疗或
尝试对4R站淋巴结进行采样时可行性会降低。这提示
我们可以将胸腔镜和其他新的手术分期技术相结合。
在重复PET计算机断层扫描结果的引导下，EBUS和
EUS有可能被用作初次再分期的方法。经这些内镜手
术发现有组织学证实的纵隔淋巴结病变的患者进而可
以再接受其他的非手术治疗。那些纵隔淋巴结活检阴
性的患者将接受同侧胸腔镜再分期来进一步在组织学
上确认已无纵隔淋巴结和无胸膜转移癌。同样，对阳
性的淋巴结病变可以进行非手术治疗。对于针吸活检
再分期阴性且随后进行的胸腔镜再分期也呈阴性的患
者需要进行开胸手术切除。虽然比较直观，这一再分
期方案仍需在别的前瞻性随机试验中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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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tt食管监测对食管腺癌患者食管保留、肿瘤分期和
生存的影响

目的：内镜检查已被推荐用于Barrett食管患者的定期监测，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Barrett食管进展至癌症的比例
较低，因此定期监测的重要性受到质疑。本研究旨在比较经监测发现的Barrett食管进展至食管腺癌的患者，和
未经监测、常规发病的食管腺癌患者的肿瘤分期、生存期和食管保留率。

方法：对2005~2010年间所有在本中心接受治疗的重度异型增生和食管腺癌患者的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监测
组患者在内镜证实疾病进展前≥6个月时，至少进行过1次内镜检查，并且活检证实存在肠上皮化生（伴或不伴低
度异型增生）。

结果：研究共纳入224例患者，其中36例来自监测组，188例为一般常规发病入院患者。与常规发病组患者相比，
监测组患者肿瘤分期更早（P＜0.0001），接受保留食管的内镜下切除可能性更高（44% vs. 11%，P＜0.0001）。此
外，监测组患者的淋巴结转移可能性更低，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也更长。没有重度异型增生和粘膜内肿瘤患者
因癌症死亡。

结论：与未进行监测的患者相比，进行监测的Barrett食管患者生存期更长，需要食管切除的可能性也更低。粘膜
下肿瘤的治疗为根治性，监测组生存期的改善并非领先时间偏倚所致。因此，定期内镜监测对于Barrett食管患
者仍具有重要意义。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31-7）

食管腺癌是目前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5年

HGD）或粘膜内腺癌的患者通常能够成功进行内镜

总生存率仅为15%。食管腺癌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为

下治疗，从而保留食管[3,4]。与之相反，更为晚期的肿

Barrett食管（Barrett's esophagus，BE）。从BE进展

瘤患者则需要进行食管切除，并联合进行新辅助放化

至腺癌，涉及化生上皮的一系列变化：开始于异型增

疗。本项研究旨在比较经监测发现的BE进展至食管

生，最终发展为侵袭性癌。对BE患者推荐进行内镜

腺癌的患者，和未经监测、常规发病的食管腺癌患者

监测，可以及时检测到疾病的进展，并且在可治愈阶

的肿瘤分期、生存期和食管保留率。

段进行治疗。然而，最近的数项研究显示，BE进展
的风险低于既往研究报告的结果，因此对内镜监测的

方法

价值提出质疑，并且开始推广对于BE可任其发展的
理念 [1,2] 。与上述研究同期进行的一些其他研究则显
示，存在BE、重度异型增生（high-grade dysplasia，

患者
我们对本中心胸外科2005~2010年间收治的所有
因HGD或食管腺癌接受内镜下治疗或食管切除的患
者病历进行了回顾。之所以选择2005年作为研究的
开始时间点，是因为从那时起本中心的内镜治疗技术
（包括内镜下切除和消融）已经成熟。如果患者知晓
自己的BE诊断，并且在疾病进展为HGD或侵袭性腺
癌前≥6个月时至少进行了1次内镜检查，并且活检证
实为肠上皮化生（伴或不伴低度异型增生），则将其
视为处于监测中（监测组）。而在常规内镜检查中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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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positi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缩写及缩略词
BE
HGD

= Barrett食管
= 重度异型增生

tomography，PET-CT）或超声内镜检查。而对于存
在粘膜下或更深肿瘤的患者，则与其他研究所述一
致，需行PET-CT或超声内镜检查进一步明确分期。

现有HGD或侵袭性腺癌的患者，则被定义为未进行
监测的常规发病组。本研究已获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
内镜治疗与食管切除对比
在决定患者采取何种治疗之前，胸外科主治医师
对所有患者进行了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在HGD或活检
确诊为腺癌的患者中，当Barrett's粘膜为完全扁平，
且无结节或病变时，适于进行射频消融，所应用的

对于有证据表明为N2期（3~6个淋巴结受累）的患
者，需要行新辅助治疗。当治疗结束后，进行再分
期，如果没有转移则进行食管切除。按照美国癌症联
合委员会第7版癌症分期手册进行分期[7]。
统计分析
使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构成比的
比较，根据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期，并采用logrank分析进行比较。

设备为Halo 360°或90°设备（BÂRRX，Medical，

结果

Covidien，Mansfield，Mass）；当Barrett's粘膜显现
出溃疡或病变时，则需要内镜下切除病变来确定其病
理类型及浸润深度。当肿物的浸润深度超过粘膜肌
层，达到粘膜下层时，则不再适合进行内镜下切除或
保留迷走神经的食管切除，此类患者建议采取食管切
除，并进行淋巴结清除（最常应用整块切除技术）。
如果内镜切除后证实病变位于粘膜内层，则患者适于
行内镜下治疗或保留迷走神经的食管切除。可根据患
者倾向、食管功能障碍的程度、反流的严重程度、
BE长度和是否存在多灶性病变，在上述治疗方式中
进行选择[5]。
保留迷走神经的食管切除术能够切除病变，但并
不能清除淋巴结，因此仅适用于HGD或粘膜内层肿瘤
病变患者，这些患者的淋巴结转移风险较低 [6]。如果
患者选择进行内镜治疗，我们倾向的方式为首先内镜
下切除Barrett病变段食管的所有结节，并对残留的肠
上皮化生进行射频消融，直到彻底根除BE [5]。内镜治
疗8周后进行内镜检查，如果仍然存在肠上皮化生，
则患者可以立即再次行射频消融或进一步的内镜切
除。这一模式可以重复进行，直至彻底根除肠上皮化
生。当患者的肠上皮化生被根除后，开始进行内镜监
测，第1年内每3个月一次，第2年每6个月一次，之后

在进行本研究的6年间，共有224例患者因HGD
或侵袭性食管腺癌行内镜下治疗或食管切除，其中
监测组和常规发病组分别为36例和188例。两组患
者特征、治疗方式和肿瘤分期见表1。两组患者的
年龄和性别均无显著性差异，但是监测组患者中反
流症状更为常见，病程也更长。监测组的36例患者
中，7例在外院进行监测，因存在疾病进展证据而在
本中心接受治疗。监测时间的间隔范围为6个月至4
年不等，在发现疾病进展之前进行的内镜检查次数
中位值为3次。与之相反，常规发病组中大部分患者
在入院前没有进行过内镜检查。监测组中存在HGD
或粘膜内腺癌的比例（64%）显著高于常规发病组
（26%）。监测组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患者首次治疗
为内镜下治疗，而常规发病组中仅为17%。此外，
监测组中44%的患者成功进行了内镜下治疗并保留
食管，而常规发病组中仅为12%。
36例监测组患者中有20例（56%）患者采取了
食管切除。在这20例患者中，其中9例在最初进行内
镜治疗后又接受了食管切除，原因包括内镜下切除
后发现病变侵入粘膜下层（n=2）、存在粘膜内多发

每年一次。如果出现肠上皮化生复发，则再次进行内

癌（n=5）和患者要求/尝试内镜治疗失败（n=2）。

镜下射频消融或切除治疗。

由于这些患者的病变位置表浅，约一半患者采用保
留迷走神经的食管切除术。而在常规发病组中，166
例（88%）患者行食管切除术，仅7%适合保留迷

分期
患者行内镜下切除，证实存在HGD或粘膜

走神经。10例最初采用内镜治疗的患者随后接受食

内肿瘤时，并不常规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

管切除术，原因包括病变侵入粘膜下层（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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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特征、肿瘤分期和治疗方式
特征
年龄（岁）
中位数
IQR
性别（n）
男
女
GERD症状终生患病率
反流症状持续时间（年）
中位数
IQR
EGD检查指征
异型增生
贫血/胃肠道出血
疼痛（腹部/胸部）
其他
发现HGD或粘膜内癌前的内镜检查次数
中位数
IQR
治疗方式
内镜治疗（切除±射频消融）
单纯内镜下治疗
先内镜治疗，然后其他治疗
食管切除
食管切除作为最初治疗
食管切除类型
保留迷走神经
所有其他方式
新辅助治疗
随访（月）
中位数
IQR
病理T分期
ypT0
HGD
T1a
T1b
T2
T3
仅食管切除患者
病理N分期
N0
N1（1～2个阳性淋巴结）
N2（3～6个阳性淋巴结）
N3（≥7个阳淋巴结）
总生存期（月）
3年无病生存期*

监测组（n=36）

常规发病组（n=188）

70
64~81

69
60~77

33
3
36/36（100%）

166
22
119（63%）

30
20~40
NA

5
0~20

P值
NS
NS

<0.0001
<0.0001

91（48%）
27（14%）
17（9%）
53（28%）
NS
3
2~5

0

25（69%）
16/36（44%）
9/36（25%）

32（17%）
22/188（11%）
10/188（5%）

11（31%）

156（83%）

9（45%）
11（55%）
0

12（7%）
154（93%）
60（32%）

35
19~46

24
13~41

NA
5（14%）
18（50%）
11（31%）
2（6%）
0
20

12（6%）
8（4%）
41（22%）
15（8%）
26（14%）
86（46%）
166

16（80%）
3（15%）
1（5%）
0
59
15/17（88%）

84（51%）
22（13%）
23（14%）
37（22%）
55
47/105（45%）

<0.0001
<0.0001
0.0005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4

<0.0001

0.04

0.01
0.0011

NS ：无显著性意义；GERD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IQR ：四分位距；EGD ：食管胃镜；NA ：不适用；HGD ：重度异型增生；*完成至少3年随访的患者。

粘膜内多发癌（n=1），患者要求/内镜治疗失败

32%的患者接受新辅助治疗，并且在食管切除术后

（n=4）。监测组患者均未接受新辅助治疗，行食管

有49%发现淋巴结侵犯，几乎1/4的患者存在≥7个

切除的患者80%淋巴结阴性。而在常规发病组中，

淋巴结转移（N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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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组中的绝大多数患者（29/36例，81%）是在

总生存期

生存率

监测组
常规发病组

P =0.02

发现病变进展为HGD或侵袭性腺癌后才转入我院。
这29例患者中，最长监测期达4年，45%的患者侵入
粘膜下层或更深，55%患者存在淋巴结转移，14%死
于癌症。而在本中心进行监测期间发生进展的7例患
者中，4例进展至粘膜内腺癌，3例为HGD，但均未
死于癌症。对于非混合性BE，我们的监测方案为每

月

年进行1次内镜检查，所以7例患者均发现于肿瘤早

图1 监测组和常规发病组患者总生存期的Kaplan-Meier
曲线。

监测组患者的90天死亡率为0%，而常规发病组
为1%。监测组的中位生存期、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
期均优于常规发病组（图1）。在中位时间为22个
月的随访期内，两组患者中存在HGD和粘膜内病变
（T1a）的亚组患者均未发生癌症相关疾病死亡。

讨论
BE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目前估计美国一般人群中
约有5.6%患有此病 [8,9]。BE是目前唯一已知的食管腺
癌（美国发病率增长最快的癌症）癌前病变[10]。BE进
展至癌症的过程通常极为规律：非混合型BE→低度
异型增生→HGD→浸润性腺癌。推荐对BE患者进行
内镜监测基于如下理念：部分BE患者会发生进展，
如果在可治疗或可治愈阶段发现，能够提高患者的

期、可治愈阶段。尽管由于监测组患者样本量较小，
难以将监测时间与肿瘤分期和生存进行相关性分析，
但是逻辑上监测间隔越短，疾病发现就越及时，就越
有治愈的可能。
采用内镜对BE进行监测仍存在争议 [14-16] ，本研
究的结果与此问题恰好相关。反对监测者主要是认为
BE进展发生率低，组织学诊断异型增生准确性差，
并且大多数患者在诊断为腺癌时并未发现以前患有
BE，使用食管切除治疗疾病进展时并发症发生率和
死亡率较高，以及重复进行内镜检查和活检所产生的
额外费用等 [17] 。由于评估BE监测效果的临床试验费
用较高，且极为复杂，大量研究使用Markov数字模
型对假设的BE患者队列进行监测相关的成本效益评
估，并与其他已被认可的监测方案进行对比，例如乳
腺癌钼靶筛查、结直肠癌和器官移植筛查等。1999
年，Provenzale等 [18]总结认为，每5年进行1次监测是
唯一可行的策略，与其他既有监测方案相比具有增量
成本-效益比。在他们的模型中，将每年进展至癌症

生存期。虽然尚无随机对照试验支持这一理念，但

的风险设定为0.4%，治疗方式为食管切除，食管切除

已有数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定期监测的患者与未进行

的死亡率为9.5% [18] 。在另一项使用相同Markov模型

监测的患者相比，能够发现更早期的肿瘤，并且生存

的研究中，对某些变量的赋值不同，得出结论为每2

期更长[11-13]。这些既往研究均采用食管切除治疗出现

年进行1次监测时，每质量调整生命年的增量成本-效

的进展。本研究也证实，监测组患者比常规发病组

益比为16 965美元，高于结直肠癌筛查费用（11 000

患者的肿瘤分期更早，生存期更长。监测组患者中

美元），但比透析患者采用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贫血

最终病理分期为HGD或粘膜内癌者为64%，而常规

的费用（180 000美元）低。这项分析将每年进展至

发病组仅为26%。这些早期病变几乎均可以治愈，

癌症的风险设定为0.5%，治疗方案为食管切除，食管

在本研究中，没有HGD或粘膜内癌患者在治疗后

切除死亡率为3.5%[19]。

死于癌症。这些病变也更适合进行内镜治疗，并且

这些Markov模型对用于分析的变量赋值（包括

监测组患者更有可能接受内镜切除和（或）射频消

BE进展至癌症的速率）变化非常敏感。2项最近发

融，从而保留食管。在研究后期，由于我们对使用

表的研究显示，每年由BE进展至癌症的进展率低

窄带成像技术进行广泛内镜下切除更为熟练，用于

于 既 往 认 为 的 0 . 5 % [1,2]。 一 项 来 自 北 爱 尔 兰 的 基 于

残留BE射频消融的设备也更加完善，进行内镜治疗

人 群 的 研 究 显 示 这 一 进 展 率 为 每 年 0 . 1 6 % [1]； 另 一

的频率和成功率均有所增加。

项根据病理登记数据库（覆盖整个丹麦人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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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分 析 则 显 示 每 年 的 进 展 率 为 0 . 1 2 % [2]。 在 北 爱 尔

用的文献中显示食管切除术后的死亡率为9.5%和

兰的研究中，其纳入的研究对象只是食管中出现柱

3.5% [1,2] ，但是在本项研究中，监测组患者中因出现

状上皮化，并没有肠上皮化生（尽管仍存在争议，

进展而接受食管切除术后的90天死亡率为0，常规发

但绝大多数证据显示肠上皮化生才是粘膜存在癌变

病组患者也仅为1%。而对于仅存在HGD和粘膜内腺

风险的标志

[20,21]

），当作者将研究对象变为仅限于

癌的亚组患者来说，两组中术后均无死亡病例，与既

肠上皮化生患者时，癌症年进展率增至0.27%，而

往在此类早期病变患者中进行的研究结果相似 [24,25]。

如果将进展至HGD的患者也纳入时，则进一步增

在本研究中，共有19例患者采用微创方式进行食管切

[1]

加至0.38% 。丹麦的研究仅纳入了肠上皮化生患
[2]

除（占所有食管切除患者的10%）。微创技术应用于

者，但是并未纳入食管胃交界处癌患者 。该研究

此类患者时可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缩短住院时间，

中也未提及BE的长度，但是看起来许多（如果不

恢复也更快 [26,27]。此外，监测组中约一半的食管切除

是绝大多数）患者BE长度较短 [2] 。因此，排除胃食

患者保留了迷走神经。保留迷走神经的食管切除术仅

管交界处癌几乎肯定会导致BE进展至癌症的真实

适用于HGD和粘膜内肿瘤患者，可以尽可能的降低

[2]

风险被低估 。此外，这两项研究排除了在BE确诊

此类患者的淋巴结转移风险，以及术后短期和长期的

后1年内进展至癌症的患者，而如果纳入这部分患

并发症发生率（如围术期感染和迷走神经切除后的倾

者将会显著增加进展风险（丹麦研究的年进展率将

倒综合征及腹泻） [22]。与内镜治疗相比，保留迷走神

增加至0.29%）。任何关于监测的讨论必须纳入这

经的食管切除术的优势是其通常仅需一次治疗，而无

部分患者，如果不纳入这部分患者，他们就会在确

需重复治疗，也无需进行持续监测（没有食管内持续

诊BE后的某个时间点被认为是未经监测的常规发

存在局部病变或复发的风险）[28]。

病患者。

本研究发现，常规发病患者更可能接受新辅助

尽管癌症年进展率是BE监测相关Markov模型中

治疗、发生淋巴结转移和死于癌症。考虑到所有这

的关键变量之一，但还存在一些其他重要变量（包括

些因素，如果目前重新应用Markov模型对BE监测

治疗进展患者的方法和费用，以及不同治疗方式相关

进行评估，并不会仅仅因为最近的报告显示BE进

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在所有已发表的BE监

展至癌症的比例较低，而使其成本效益与此前相比

测相关Markov分析中，均将食管切除作为病变进展

更差。新的Markov模型研究应纳入化疗和放疗的

后的治疗手段。在这些研究发表后的10年间，病变进

费用、内镜治疗和食管切除费用比较，以及这些治

展的治疗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内镜切除治疗HGD

疗方法当前效果的改善。此外，新的监测模式和异

和粘膜内腺癌就是最为显著的改变之一。本研究首次

型增生检测方法不断涌现，例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报告，与常规发病发现的患者相比，通过监测发现的

技术可以降低监测费用，并且结果可信度更高。因

病变进展更适用于内镜下切除或射频消融，因此近半

此，对于BE是否应该进行监测的争论远未尘埃落

数的监测患者保留了食管。我们以前曾报告过，虽然

定，上述丹麦研究中所认为的“如果没有异型增

生存期相似，但内镜治疗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

生，BE进展至食管腺癌的风险极低，常规对此类患

[3]

于食管切除 。此外，内镜治疗或食管切除治疗早期

者进行监测的价值值得怀疑”这一说法并不成熟，

病变的生存期转归均极佳。本研究中所有接受治疗的

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2]。

HGD或粘膜内腺癌患者均未出现癌症相关死亡。其

与对已确诊BE的患者进行监测相比，对BE进

他研究也显示，粘膜内癌患者接受食管切除或内镜治

行筛查的争议更大。尽管在本研究的6年观察期内

疗均可以获得良好的长期治愈效果

[3,22,23]

。单纯切除

有16%的因监测中发现的病变而接受治疗，但84%

可以治愈这些患者，表明既往认为监测组患者生存期

的常规发病患者以前并未诊断BE，且绝大多数从

优于常规发病组是由于领先时间偏倚所致，以及诊断

未进行内镜检查。这表明初级保健医师和胃肠道专

[15]

。

科医师通常会对此类患者直接应用质子泵抑制剂，

在这些Markov模型相关研究发表后的10多年

而未对症状进一步评估。然而，这同样也表明许多

间，食管切除术也同样得到了改进。尽管前文引

常规发病的癌症患者从未出现显著的反流症状（进

上将食管腺癌定义为全身性疾病的说法并不正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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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筛查的主要项目）。如果内镜筛查推荐对象仅限

一步细分。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仍可以发现监测

于长期烧心或存在反流症状的白人患者，就会遗漏

组和常规发病组之间的显著差异，应此应进一步评

大量高危人群。在本研究中，常规发病患者中仅有

估内镜用于BE监测（甚至筛查）的作用。

一小部分存在上述症状。所以，更有效的方法或许
是推荐进行一般性筛查，例如在50岁进行结肠镜筛

结论

查的同时进行BE筛查。此外，本研究中6例常规发病
癌症患者（HGD或侵袭性腺癌）在确诊前5年内曾行

绝大多数常规发病的食管腺癌患者此前并未确诊

内镜检查（尤其是其中3例在发病1年内曾行内镜检

BE。此类患者多为局部晚期病变，需要行食管切除

查），结果显示为糜烂性食管炎或正常食管，但是

术，并且经常需要联合应用新辅助放化疗。与之相

未进行活检。这些内镜检查都是外院进行，更加说

反，进行监测的BE患者发现进展时多为肿瘤早期，

明了常规活检取材的重要性，取材部位应包括食管

多数可以通过内镜切除和（或）消融进行治疗，需要

胃交界处和食管柱状上皮化处（尤其需要关注柱状

进行食管切除的患者更少，且生存期显著优于常规发

粘膜内的任何病变或结节）。未来新型非内镜筛查

病组。这些结果表明，仍需要对BE患者进行持续监

技术的应用，例如Lao-Sirieix和Fitzgerald [29] 提出的

测，甚至可以考虑寻求具有更佳成本效益机制的方法

cytosponge技术（应用免疫组化标记物而不是细胞学

对高危人群进行BE筛查。

检查来鉴定在样本中是否存在BE），或许对于大量
人群的筛查来说成本效益比更好，结果也更可靠。
本研究存在重要的局限性。这是一项来自单中
心的经验报告，患者数量（尤其是监测组）相对较
少。然而作为一家地区性食管胃反流性疾病、BE和
腺癌的转诊中心，我们可以确信对于监测组和常规
发病组来说均无任何转诊偏倚。因为各组中绝大多
数患者都是按照其疾病转诊，我们需要根据研究目
的主观确定监测组患者的构成。我们认为最合理的
定义为：患者本人知晓自己患有BE，至少1次内镜
检查证实存在BE（至多为低度异型增生），并且发
现时间至少距内镜检查发现有HGD或侵袭性腺癌6
个月。最理想的状态是大多数发生进展的患者来自
本中心每年进行标准化内镜监测的患者。然而，本
研究中监测组的大部分BE患者均接受了抗反流治
疗，因此这部分患者的进展风险可能因此而降低。
当然，抗反流治疗对于降低BE进展风险的影响还存
在争议，这并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 [30,31] 。另一个
局限性是对于本研究纳入的监测组和常规发病组来
说，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为所有在本中心接受评估的
BE和（或）腺癌患者确定标准的参考框架。此外，
常规发病患者有可能在接受新辅助治疗期间发生进
展而从未接受食管切除术，这类患者未纳入本研
究。存在转移和接受明确的放化疗或姑息治疗的常
规发病患者也同样未纳入本项研究，因为如果纳入
这部分患者，无疑还需要将监测组和常规发病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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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血管病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急诊手术但未行内膜破口隔绝的预后

目的：研究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在内膜破口位置未知的情况下行急诊手术的预后并确定术后主动脉扩张的预测
因素。

方法：受试者为2005年7月至2010年10月因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行急诊手术的102例患者。将受试者分为2组，Ⅰ组
（n=45）患者行主动脉手术但未行内膜破口切除，Ⅱ组（n=57）患者术中将内膜破口切除。

结果：两组患者的术后住院死亡率相近，Ⅰ组为13.3%（n=6），Ⅱ组为12.3%（n=7）。全部102例患者中，69例于出
院后进行了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Ⅰ组患者的主动脉直径显著高于Ⅱ组患者（P =0.035）。21例（30.4%）患者出现降
主动脉扩张。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通畅的假腔（P =0.027）和未行假腔入口隔绝（P =0.012）是主动脉扩张
的独立危险因素。随访4年免于主动脉相关临床事件的发生率无差异，Ⅰ组为81.9%，Ⅱ组为74.4%。同样地，Ⅰ组与
Ⅱ组之间的4年精算生存率亦无差异（分别为86.4%和78.5%）。

结论：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在急诊手术中未行内膜破口隔绝术的临床预后尚可接受。术后假腔通畅及假腔入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67-71）
口未隔绝的患者有主动脉扩张的风险，应进行密切随访。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方法

dissection，AAAD）的处理甚为棘手，对于这种存
在致命性疾病的患者，我们尚不清楚主动脉组织切除

将2005年7月至2010年10月间在本中心行急

的范围究竟应该多大。AAAD手术治疗的基本策略包

诊 手 术 治 疗 的 11 6 例 A A A D 患 者 纳 入 研 究 。 所 有 患

括将内膜破口切除。对于大多数患者，升主动脉或者

者入院后立即行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近侧主动脉弓置换已经足够，因为内膜破口常常位于

tomography，CT）检查，随后行经胸超声心动图检

[1]

横向行走的主动脉弓的小弯面 。但是，如果破口在

查，明确是否有心包积液，并评价主动脉瓣反流情况

主动脉弓上，就必须行全主动脉弓置换才能将破口切

和心脏功能。即使第一次CT检查发现假腔内有血栓

除。如果从升主动脉到主动脉弓远端均未发现内膜破

形成，我们仍然推荐进行急诊手术。获得手术知情同

口，治疗策略将简化为近侧主动脉弓置换，术后进行

意书后，将患者尽快转入手术间。116例患者中，将

密切随访。由于没有切除内膜破口，因此存在术后主

7例行全主动脉弓置换的患者和7例Debakey Ⅱ型主动

动脉残余扩张的风险。本研究回顾了行主动脉切除而

脉夹层患者予以排除。

未行内膜破口切除的AAAD患者的数据，并评估其中
期临床结果。

有45例患者从升主动脉到主动脉弓远端均未发现
内膜破口，术中切除的主动脉组织不包括内膜破口
（Ⅰ组），其余57例患者的假腔入口位于升主动脉或
者主动脉弓近端，行内膜破口切除、升主动脉或者半
弓置换（Ⅱ组）。
本回顾性研究数据的发表获得了机构审查委员会
的批准。
手术方法
手术方法在之前发表的文章中已有报道 [2-5] 。在
股动脉插管后建立体外循环。将一个双级静脉插管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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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单独进行了主动脉瓣置换。两组患者术后神经系

缩写及缩略词
AAAD
CT

=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
= 计算机断层扫描

统损伤、肺炎、胸骨深部创面感染或肾衰竭的发生率
无显著差异。术后院内死亡率也相似，Ⅰ组为13.3%
（6例），Ⅱ组为12.3%（7例）（表2）。
89例存活患者中，2例患者于出院后5个月内分别

入右心房。中度低温（28℃）停循环，不进行大脑灌

死于脑梗死和胸主动脉瘤破裂。8例患者术后因肾功

注，升主动脉纵行剖开，采用Dacron人工血管置换升

能不全、对比剂过敏或其他原因未行增强CT检查随

主动脉或者半弓动脉，近端和远端主动脉残端均采用

访。10例患者转到其他医院进行后续治疗。69例患者

Teflon毛毡片和间苯二酚福尔马林明胶加固。远端吻

出院后进行了CT随访。手术与最后一次CT检查的间

合口完成后，经人工血管侧枝顺行灌注重建体循环。

隔时间为12~59个月（平均33.0±13.4个月）。比较
术后首次CT检查结果，两组患者的通畅性假腔发生

CT随访
患者于术后1个月在门诊行增强CT检查，随后每
年检查1次。测量残余胸主动脉的直径并评价假腔是
否通畅。根据术后第一次CT检查影像中主动脉最大
直径所处的位置，确定最后一次CT检查结果中主动
脉直径的测量位置。主动脉直径60 mm以上定义为动
脉瘤性改变。随访中，降主动脉最大直径增加5 mm
以上定义为降主动脉扩张。主动脉相关的临床事件包
括动脉瘤性改变、再次手术和死亡。
手术死亡指术后30天内发生的任何院内或者院外
死亡。院内死亡指出院前或者转入其他医院后发生的
任何死亡。

率和主动脉直径相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Ⅰ组
患者主动脉扩张程度显著高于Ⅱ组患者（表3）。
21例（30.4%）患者发生降主动脉扩张，其中
12例患者的扩张位置在主动脉弓远段。多变量分析
提示通畅的假腔（比值比：3.91；95%可信区间：
1.17~13.16；P =0.027）和内膜破口切除（比值比：
0.21；95%可信区间：0.06~0.71；P =0.012）是降主
动脉扩张的显著预测因素。两组患者中，分别有2例
出现残余主动脉瘤样改变。Ⅰ组患者中，1例患者因
在3个月内主动脉直径从49 mm快速扩张至67 mm而
需要再次行全主动脉弓置换，1例患者于术后3年行
降主动脉置换。Ⅱ组患者中，1例患者于术后1年行
降主动脉置换，1例患者发生直径为61 mm的动脉

统计学分析
连续变量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连续变量的组

瘤，但是拒绝手术治疗。Ⅰ组中1例患者术后32个

间比较采用Student t 检验，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

月死于败血症，但是Ⅱ组患者中无1例患者发生晚

用卡方检验。对于多变量分析，只有单变量分析

期死亡。

结果 P <0.01的变量才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两组患者4年时免于主动脉相关临床事件的发生

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生存率和免于主动脉相关

率未见差异（Ⅰ组81.9%，Ⅱ组74.4%；图1），两组

临床事件的发生率。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1软件

患者的4年精算死亡率也未见差异（Ⅰ组86.4%，Ⅱ组

（SPSS，Chicago，Ill）。

78.5%；图2）。

结果

讨论

两组患者的临床参数和主动脉夹层特征如表1所

根据我们的治疗方案，AAAD患者行急诊手术优

示。与Ⅰ组相比，Ⅱ组中存在中至重度主动脉瓣反流

先要解决的是切除内膜破口和避免发生严重并发症。

（P =0.016）和升主动脉通畅性假腔（P =0.015）的患

有些研究者倡导在AAAD患者首次行手术治疗时，不

者比例均显著偏高。Ⅱ组患者的年龄也显著高于Ⅰ组

论内膜破口位置如何，都要常规扩大主动脉切除范围

（表1）。Ⅰ组患者的平均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

或常规行全主动脉弓切除 [6,7] 。虽然他们也获得了满

断时间和停循环时间均显著短于Ⅱ组。3例患者由于

意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记住，AAAD是一种致命性

存在主动脉根部显著扩张及严重主动脉瓣反流，施行

疾病，确保患者存活是最应该优先考虑的。如果急性

了改良Bentall手术。1例患者由于存在双叶式主动脉

事件并不致命，不管随后可能出现的晚期主动脉病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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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参数和主动脉夹层特征
特征
临床
年龄（岁）
男性
高血压
吸烟史
糖尿病
血脂异常
马凡综合征
脑血管疾病
缺血性心脏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肾衰竭
主动脉夹层
假腔内血栓形成
休克
气管插管
心肺复苏
中至重度主动脉瓣反流
灌注不良
外周
大脑
心脏

表2 手术参数和早期结果

Ⅰ组（n=45）

Ⅱ组（n=57）

P值

61.1±12.8
30（66.7）
31（68.9）
4（8.9）
0
6（13.3）
0
3（6.7）
3（6.7）
1（2.2）
4（8.9）

66.7±13.5
28（49.1）
40（70.2）
3（5.3）
1（1.8）
5（8.8）
3（5.3）
6（10.5）
5（8.8）
3（5.3）
4（7.0）

0.035
0.076
0.888
0.472
0.372
0.461
0.118
0.495
0.695
0.703
0.727

25（5.6）
11（24.4）
3（6.7）
0
3（6.7）

18（31.6）
24（42.1）
6（10.5）
3（5.3）
14（24.6）

0.015
0.062
0.495
0.118
0.016

4（8.9）
2（4.4）
2（4.4）

5（8.8）
1（1.8）
5（8.8）

0.984
0.425
0.391

变量
置换手术
升主动脉置换
半弓置换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改良Bentall术
主动脉瓣置换
体外循环时间（min）
主动脉阻断时间（min）
停循环时间（min）
最低直肠温度（℃）
并发症
神经系统损伤
肺炎
肾衰竭
纵隔炎
长时间机械通气（>24 h）
住院时间（d）
手术死亡
院内死亡

P值

Ⅰ组（n=45）

Ⅱ组（n=57）

41
4
0
0
0
95.5±26.7
54.8±12.6
21.0±5.4
26.6±1.6

33
24
4（7.0）
3（5.3）
1（1.8）
121±39.2
70.7±22.5
26.6±10.3
25.7±2.4

0.070
0.118
0.372
<0.001
<0.001
0.001
0.025

3（6.7）
3（6.7）
1（2.2）
0
10（22.2）
28.3±62.6
3（6.7）
6（13.3）

5（8.8）
5（8.8）
2（3.5）
1（1.8）
19（33.3）
21.1±23.2
6（10.5）
7（12.3）

0.695
0.695
0.703
0.372
0.217
0.422
0.495
0.874

<0.001

事 [16] 报道通畅假腔对术后主动脉扩张有影响。在本
研究中，53.6%的患者假腔通畅，假腔通畅率在两

如何，相应的处理方法都应该是成功的。主动脉病变

组患者之间没有差异。回顾之前发表的研究结果，

扩大切除会增加本已高危的手术风险。Ehrlich及其

认 为 该 数 据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D a v i d 及 其 同 事 [17]报

同事 [8]报道内膜破口的位置并不影响临床结果，但是

道，采用远端吻合口开放吻合技术，术后通畅假腔

切除范围越大，死亡率也越高。Bachet及其同事 [9]报

的发生率从91%下降到59%。我们相信，急诊开放

道首次急诊手术关闭假腔入口，患者的再次手术率较

修复技术，以及采用间苯二酚福尔马林明胶固定远

[10]

也支持首次手术切除破口的

侧主动脉残端降低了术后通畅假腔的发生率，可改

治疗策略（即“保守性病理导向策略”）。唯一需要

善AAAD患者的长期生存率 [18] 。两组患者免于远端

关注的是，如果从升主动脉到主动脉弓均未找到内膜

主动脉再次手术的发生率未见差异。因此，我们认

破口，那么主动脉的切除范围应该多大，这一点我们

为，即使内膜破口不位于主动脉弓远段，采用类似

并不清楚。

于B型主动脉夹层的手术方法足以矫治A型夹层。有

低。Westaby及其同事

从根本上讲，AAAD患者急诊手术治疗的目的是

报道表明，B型夹层患者的3年死亡率（即使存在通

防止随后的并发症，如心肌梗死、急性主动脉瓣关闭

畅假腔）仅为10%~20% [19,20] 。我们也报道，对于B

不全、心包填塞，或者消除有猝死风险的既存并发
症。即使主动脉弓远端或者降主动脉内膜破口仍然存
在，急诊切开心包、升主动脉或者半弓置换亦足以挽
救患者的生命。在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的院内死亡率
和远期死亡率均较低，术中不切除内膜破口也没有导
致再次手术率增高，尽管未行入口隔绝确实是远期主
动脉扩张的独立预测因素。
术后假腔通畅和扩张也需要重点关注，近期发
表的几项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 [11-15] 。Kimura及其同
38

表3 计算机断层扫描（CT）结果
结果
主动脉直径（mm）
术后第一次CT检查
最近一次CT检查
主动脉扩张（mm）
主动脉扩张>5 mm
最大主动脉直径>50 mm
假腔内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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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组（n=35）

Ⅱ组（n=34）

P值

39.9±5.9
44.1±8.7
3.99±5.3
16（45.7）
9（25.7）
14（40.0）

39.2±6.7
40.6±8.6
1.44±4.5
5（14.7）
5（14.7）
18（52.9）

0.617
0.091
0.035
0.005
0.256
0.281

口的患者主动脉直径扩张更加显著。纳入更多患者，
免于主动脉相关临床事件的发生率

延长随访时间可能会改变免于主动脉相关临床事件的
发生率和生存率。因此，有必要开展更大规模和更长
随访时间的前瞻性研究。

结论
我们评价了入口位置不明的AAAD患者手术治疗
的中期结果。术中不行内膜破口隔绝的预后是可以接
受的。但是，由于通畅假腔和未隔绝入口是主动脉扩
张的危险因素，进行密切随访至关重要。
年
（×Ⅰ组，+Ⅱ组）

参考文献

图1 免于主动脉相关临床事件的情况。

型夹层患者，无论其假腔情况如何，药物治疗的5年
和10年长期生存率分别为89.4%和71.8% [21] 。所以，
不管首次急诊手术是否将假腔入口切除，要保持
AAAD患者长期无事件存活，仔细观察并控制高血
压都是必需的。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包括：研究对象的数量相对
较少，而且随访时间较短。此外，89例出院患者中只
有69例（77.5%）进行了CT随访；尤其是，Ⅱ组患者
的脱落率更高，这可能会影响到CT随访的结果。两
组患者间免于主动脉相关临床事件的发生率及生存率

发生率

均无差异，然而，中期随访发现，术中不隔绝内膜破

年
（×Ⅰ组，+Ⅱ组）

图2 精算生存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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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振晓 译 易定华 校）

40

Th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 July 2013

二尖瓣前叶脱垂的微创修复

目的：二尖瓣前叶脱垂的微创二尖瓣修复是心血管外科手术的技术难点，研究报告了本中心对二尖瓣前叶脱垂患者
行微创修复的手术经验。

方法：筛选本中心微创二尖瓣手术数据库，选择单纯二尖瓣前叶脱垂致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患者。分析并报告患者的
临床特征、术中数据以及近远期转归情况。

结果：1999~2010年间，本中心共进行了180例单纯二尖瓣前叶脱垂致二尖瓣关闭不全患者的微创二尖瓣手术，
其中170例（94.4%）行二尖瓣修复的患者是本项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患者平均年龄为59.7±14.8岁，平均logistic
Euroscore评分为4.9±5.1分。术中平均主动脉阻断时间82±25分钟，体外循环时间130±40分钟。术中采用的二尖瓣
修复技术包括线圈式人工腱索置换（68.2%）、腱索转移（14.7%）、二尖瓣前叶切除（7.1%）和缘对缘修复（5.9%）。
术后30天死亡率为1.8%。Kaplan-Meier分析结果显示术后5年生存率为86.7%±3.2%，免于再次二尖瓣手术的比例为
95.7%±1.6%。
（J Thoracic Cardiovasc Surg
结论：本项大样本研究结果证实，微创方法修复二尖瓣前叶脱垂具有很好的效果。
2013;146:109-13）

二尖瓣前叶（anterior mitral leaflet，AML）脱

（mitral regurgitation，MR），伴有心衰症状、左心

垂的外科修复在技术上极具挑战。目前已有多种瓣膜

室功能不全体征或左心室扩张。研究排除了二尖瓣后

修复策略可供临床应用，其中瓣叶切除并放置人工腱

叶脱垂、既往接受过心脏手术和同期行三尖瓣手术的

索被认为具有特殊价值 [1-5] 。然而，这些修复技术并

患者。

没有哪一种具有显著优势，均能够获得可接受的长期
效果

[6-15]

。

共有170例（94.4%）患者成功进行了二尖瓣修
复，这些患者是本项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其他10例

本中心治疗AML脱垂时的二尖瓣修复策略为采
[12,16]

（5.9%）患者须行二尖瓣置换，其中1例为二尖瓣修

。本文报告

复失败后行瓣膜置换，术后患者预后良好。二尖瓣修

了单纯性AML脱垂患者微创二尖瓣手术修复策略及

复和置换分别对应的主要病理特征见图1。二尖瓣置

其长期疗效。

换的主要指征为二尖瓣瓣环和瓣叶存在显著硬化，而

用微创技术进行线圈式人工腱索置换

大部分行二尖瓣修复的患者则存在瓣环扩张。

材料和方法

研究已获得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将患者术前、
术中和术后临床特征前瞻性录入本中心的数据库，并

1999年9月~2010年5月间，共有180例患者因单

进行回顾性分析。此外，还收集患者术前和出院前的

纯性AML脱垂在本中心接受微创手术。二尖瓣手

超声心动图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心脏彩超四腔切面观

术指征为AML脱垂导致的中度或重度二尖瓣反流

测量的缩流宽度（vena contracta，VC）来确定MR程
度 [17] 。MR分级定义为无反流（VC=0）、轻度反流
（VC<3 mm）、中度反流（3 mm<VC< 6.9 mm；）
和重度反流（VC≥7 mm）[18]。
手术技术
二尖瓣手术操作方式与既往研究报告的方法一
致

[12,14,19]

，均采用经第4或第5肋间的右前外侧胸壁小

切口（长度5~8 cm）。使用Chitwood钳进行主动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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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阻断时间为82±25分钟。平均体外循环时间为

缩写及缩略词
AML
CI
MR
MV
VC

=
=
=
=
=

二尖瓣前叶
可信区间
二尖瓣反流
二尖瓣
缩流宽度

131±41分钟。其中1例（0.6%）患者因经胸主动脉
阻断钳损伤肺动脉改为经正中切口入路。
所有患者置入的二尖瓣成形环平均大小为31.0±
5.3 mm。术中使用了多种二尖瓣修复技术（图2），其
中68.5%的患者应用线圈式人工腱索置换（表2）。
3例（1.8%）患者术后出现卒中，3例（1.8%）

阻断 [20] 。常规应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评估二尖瓣解

患者发生低心排血量综合征。10例（5.9%）患者因

剖结构和功能，并在二尖瓣修复术前和术后评估左

术后出血需再次开胸止血，其中3例患者确定为肋间

心室功能。

隙的小血管出血，2例为心房切口出血，其他5例未确

除2例（1.2%）患者外，其他所有患者均接受二
尖瓣瓣环成形术，其中153例（90.0%）置入刚性环，
15例（8.8%）置入弹性环。

定出血点。
术前超声心动图检查确认77.3%（129/167例）
的患者为中度MR（3 mm<VC<7 mm），其他患者

由施行手术的外科医师确定治疗AML脱垂的具体

为重度MR（VC≥7 mm）。出院前复查时，65.7%

手术方式。大部分患者（n=116，68.2%）采用线圈式

（95/143例）的患者无反流，31.2%（44/143例）为

人工腱索置换技术，具体手术方式见既往研究[15,16]。

微量反流，仅3.6%（5/143例）仍存在中度反流。
141例（83%）患者具备术前和出院前超声心动图检

随访
通过向所有出院患者每年寄送调查问卷与其取得
联系。如患者未回复，则进行电话联系。如仍未能
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则与其家庭医师联系。94%的患
者完成了相关随访，平均随访时间为4.3±2.9年（范
围：1天~11.8年）。

查结果，可进行比较（图3）。采用和未采用线圈式
人工腱索置换的两组患者出院前的MR级别无显著性
差异（P =0.5）。
11例患者随后需要再次手术治疗，其中8例为二
尖瓣相关性原因（6例因MR复发：4例因成形环裂
开，1例因二尖瓣缝合致主动脉瓣损伤，1例因冠状动
脉回旋支闭塞）。3例患者再次手术的原因与二尖瓣

统计分析
连续性变量以均值±标准差（standard

无关：2例因随后接受心脏移植，1例需行单纯三尖瓣

deviation，SD）表示，分类变量则以百分比表示。使

修复。5年时无需再次手术的比例为95.7%±1.9%[平

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生存率。采用SPSS 17.0版

均生存时间/免于再次手术的平均时间的95%可信区

软件（IBM Corporation，Armonk，NY）进行所有统

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126.9~138.7个

计分析。

月；图4]。
30天总死亡率为1.8%（3例）。1例患者术后第6

结果

天因急性主动脉夹层死亡（该患者在术后早期并无明
显的异常），另外2例患者分别死于急性肺衰竭和心

全部患者队列平均年龄为69.7±14.8岁，其中
57%为男性。术前平均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为

脏切开后低心排血量综合征（该例患者术前左室射血
分数仅为15%）。

2.3±0.9。术前平均左室射血分数为61.2%±11.9%，

晚期死亡为15例。死因包括恶性肿瘤（n=2，

34%的患者伴有心房颤动，大多数存在高血压。13例

年龄分别为63岁和64岁）、胃肠道出血（n=1，79

（7.7%）患者既往曾植入起搏器或植入型自动心律

岁）、肺炎伴脓毒血症（n=1，41岁）、心脏相关因

转复/除颤器（表1）。

素（n=1，术前左室射血分数仅为15%，49岁）和未知

113例（66.5%）患者仅行单纯二尖瓣修复。其
他同期进行的手术包括心房颤动消融（27.1%）和房
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封堵术（10.6%）。
所有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为176±50分钟，平均
42

因素（n=10）。
5年总生存率为88.2%±3.0%（95% CI：115.0~130.7
个月）。采用线圈式人工腱索置换的患者5年生存率
为88.8%±3.8%（95% CI：106.0~135.7个月），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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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头肌断裂
AML裂

前外侧分离

二尖瓣置换（n=10）

所有患者（n=170）

后内侧交界折叠缩短

二尖瓣修复（n=170）

心内膜炎

前外侧交界折叠缩短

交界融合

AML裂闭合

瓣环硬化

Alﬁeri缘对缘修复
AML矩形切除

AML硬化

腱索转移

PML硬化

AML腱索置换

PML开放受限

瓣环成形术

AML退化
AML腱索断裂

患者百分比

AML腱索断裂延长

图2 二尖瓣修复方法。AML ，二尖瓣前叶。

AML粘液瘤
瓣环扩张

步改进，1989年报告了他们采用聚四氟乙烯缝线进行

AML脱垂

人工腱索置换的初步经验，David等随后还报告了他
患者百分比

图1 接受二尖瓣修复或置换患者的病理变化。AML ，二尖
瓣前叶；PML ，二尖瓣后叶。

们长达10年的随访结果，表明使用或不使用聚四氟乙
烯缝线制作人工腱索治疗粘液瘤疾病患者10年时无需
进行再次二尖瓣相关手术的比例为96%±1%，因此
认为聚四氟乙烯缝线不会对二尖瓣修复成功率产生不

用这一技术的患者则为83.8%±5.7%（95% CI：107.5~

利影响 [21] 。2005年，同一组研究者又报告了随访12

131.6个月），两者无显著性差异（图5）。

年后的结果，显示二尖瓣修复术治疗AML脱垂患者
12年内未复发严重MR的比例为86%，无需进行再次
二尖瓣相关手术的比例为88%±4% [7]。这组患者中约

讨论

3/4采用了聚四氟乙烯缝线制作人工腱索，进一步强

本研究表明，通过微创二尖瓣修复技术治疗
AML脱垂具有可行性，且安全性良好，无需再次手
术的比例较高。
既往许多研究证实，使用聚四氟乙烯缝线制作人

调了人工腱索置换这一理念的价值[7]。
K a s e g a w a 等 [ 11 ] 也 报 告 了 相 似 的 结 果 ， A M L
脱垂患者修复后12年内未复发严重MR的比例为
88%±3%，无需进行再次二尖瓣相关手术的比例为

工腱索对于治疗AML脱垂具有重要价值，长期效果
很好。Frater等 [4] 在1983年最早开始使用聚四氟乙烯

表2 患者置入的聚四氟乙烯线圈式人工腱索的长度和数量
线圈数量

缝线进行人工腱索置换。David等 [1] 对这一方法进一
表1 所有接受微创二尖瓣修复治疗AML脱垂患者的人口统
计学数据（n=170）
年龄（岁，均值±SD）
男性，n（%）
术前NYHA心功能分级（均值±SD）
Logistic EuroSCORE（均值±SD）
左室射血分数（%，均值±SD）
平均肺动脉压（mm Hg，均值±SD）
心房颤动，n（%）
高血压，n（%）
糖尿病，n（%）
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或AICD，n（%）

59.7±14.8
97（57.1%）
2.3±0.9
4.9%±5.1%
61.2%±11.9%
26.4±19.5
57（33.5%）
94（55.3%）
16（9.4%）
13（7.7%）

AICD，植入型自动心律转复/除颤器；NYHA，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

A1节段
所有患者（n=28）
性别
男性（n=23）
女性（n=5）
A2节段
所有患者（n=108）
性别
男性（n=60）
女性（n=48）
A3节段
所有患者（n=51）
性别
男性（n=35）
女性（n=21）

P值

1.9±1.0

线圈长度（mm）
22.0±3.0

0.04
2.0±1.1
1.0±0.0

0.02
22.6±2.5
19.2±3.6

3.0±1.2

21.0±3.3
0.6

3.1±1.3
2.9±1.0

＜0.01
22.0±3.2
20.3±3.3

1.7±0.9

21.6±3.1
0.5

1.8±0.9
1.6±1.0

P值

＜0.01
22.4±2.9
20.11±2.9

数据以均值±SD表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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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MR

轻度MR

轻度MR

中度MR

中度MR

重度MR

重度MR

修复策略
其他
线圈式技术
其他-校正
线圈式技术-校正

累积生存率

无MR

P =0.7

图3 患者术前和出院前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的相关性。
MR ，二尖瓣反流。
危险患者数

90%±3%。这组患者中的绝大多数（93%）也采用
了聚四氟乙烯缝线材料的人工腱索。这些入选患者接
受的二尖瓣修复均为经正中切口入路，但Rodriguez
等 [13] 报告采用机器人辅助二尖瓣修复技术治疗AML
脱垂患者的研究也显示，患者3年内无需再次进行二

生存期（月）

图5 采用或不采用线圈式人工腱索技术进行二尖瓣修复患
者的术后生存率。

尖瓣相关手术的比例为91%。这一结果尤其值得关
注，因为该研究证实了术中采用电视胸腔镜辅助操作

AML脱垂也同样显示了很好的长期效果。De Bonis

进行腱索置换的可行性。

等 [8]报告使用缘对缘吻合技术修复AML脱垂后，患者

此外，还存在一些腱索置换的替代方法。采用

5年内无需再次手术的比例为96.6%±1.7%。Gillinov

瓣叶缘对缘吻合和腱索转移的二尖瓣修复技术治疗

等 [10] 2004年报告的克利夫兰临床中心采用腱索转移
技术的结果也与之相似：5年内无需再次手术的比例
为96%。
然而，与腱索置换或瓣叶缘对缘吻合修复技术相

再次进行二尖瓣相关手术的累积发生率

比，腱索缩短技术的远期疗效并不理想。Phillips等 [22]
发表的研究显示，腱索置换患者3.5年内无需再次手术
修复策略
其他
线圈式技术
其他-校正
线圈式技术-校正

的比例为98.6%，而采用腱索缩短技术者仅为85.2%。
Smedira等[23]进行的研究也显示，接受腱索置换的患者
5年内无需再次手术的比例为90%~96%，而接受腱索
缩短技术者仅为74%。
尽管传统上认为AML脱垂修复与单纯二尖瓣后
叶脱垂修复相比在技术上更为复杂，但我们的结果证
实，采用微创技术的人工腱索置换方法可以成功治疗

危险患者数

AML脱垂。正如我们此前报告的那样[12,15,16]，预先测量
的线圈技术是一种具有高度可重复性和标准化的二尖
瓣修复技术。这一技术的出现最初是为了辅助经胸小
切口AML脱垂的修复。预先测量的线圈能够在10~26

再次进行MV相关手术时间（月）

图4 采用或不采用线圈式人工腱索技术进行二尖瓣修复患
者无需再次进行二尖瓣相关手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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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的范围内以2 mm的刻度调节。应用这一技术时，
精确测量线圈长度是最困难和最关键的步骤。本研究
数据将可以为外科医师采用该技术提供一些帮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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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我们在本项大样本序列患者中所采用的平均线圈
长度，将有助于其他外科医师在治疗此类相对困难的
AML修复手术时获得更好的术后结果。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回顾性设计。然而，
本研究是目前为止纳入单纯型AML脱垂患者样本量
最多的研究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值得发表。本研究另
一个重要的局限性是缺少长期的超声心动图随访数
据，这主要是因为本研究中接受二尖瓣修复的患者中
三分之一以上来自边远地区。

结论
微创二尖瓣修复技术可以安全、有效地治疗
AML脱垂，并且具有良好的长期效果。

参考文献

（蹇朝 译 肖颖彬 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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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重度三尖瓣反流外科治疗后的临床结局及超声心动图结果

目的：既往关于单纯重度三尖瓣反流外科矫正术后结果的研究很少。
方法：回顾性评估1996年9月~2010年6月间在Asan医疗中心行三尖瓣外科手术的51例连续患者（年龄，55.8±12.9
岁，男性25例）的病历。所有患者均为单纯重度三尖瓣反流，但均无严重的左心疾病或既往心脏手术史。

结果：接受三尖瓣修复或置换的患者分别为37例（72.5%）和14例（27.5%）。在瓣膜置换组中，植入机械瓣和人工
生物瓣者分别为4例和10例。早期死亡1例（2.0%）。在中位时间为47.4个月的随访期（四分位距：10.4~61.4个月）
中，9例晚期死亡，3例因充血性心力衰竭再次入院，2例行心脏移植，1例行再次三尖瓣手术。5年总生存率和无事
件生存率分别为83.5%±5.4%和77.3%±6.1%。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术前血红蛋白（P =0.045）、血清胆红素
（P =0.008）、估计的肾小球滤过率（P =0.045）和收缩期右心室容积（P =0.047）均是临床结局的显著的独立影响
因素。连续超声心动图评估（中位随访时间：28.5个月；四分位距：18.9~68.7个月）显示，21例（41%）患者检测到中
至重度三尖瓣反流。三尖瓣修复或人工生物瓣置换后再度出现重度三尖瓣反流是无事件生存率较低的显著预测
因子，校正术前危险因素后仍然如此（P =0.036）。

结论：本项研究结果表明，术前存在贫血、肝脏/肾脏功能障碍和右心室扩张，以及术后明显的三尖瓣反流均与患
者的不良结局相关。对于单纯重度三尖瓣反流患者，在发生贫血、器官功能障碍或右心室扩张之前，应及时进行外
科手术干预。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278-84）

尽管重度三尖瓣反流（tricuspid regurgitation，
[1]

TR）患者与临床不良结局相关 ，但目前的指南中并
[2,3]

时通常状况较差且存在较高的手术风险，这或许可以
解释为什么外科干预的结局较差 [11]。因此，仍需要在

。这

此类特殊人群中进一步评估手术结局及其预测因素，

可能部分与缺少相关临床数据支持有关，因为相对

以明确最佳手术时机，改善手术治疗的结局。本项研

于左心瓣膜性心脏病来说，单纯TR患者数量相对较

究旨在评估因单纯重度TR首次接受三尖瓣外科手术

少。迄今为止，鲜有研究评估单纯三尖瓣外科治疗后

患者的长期结局，并确定相关的预后指标。

未明确指出单纯重度TR患者的最佳手术时机

的临床结局[4-6]。
接受单纯三尖瓣外科手术的患者死亡率较高，且

材料和方法

长期结局不佳。因此，临床医师倾向于延迟进行手术
干预，直至药物治疗已无法缓解晚期心力衰竭症状时
再进行手术治疗 [7-10] 。这使得此类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患者
1996年9月~2010年7月间，共有486例患者因重度
TR在韩国首尔Asan医学中心接受三尖瓣手术。本研
究排除了同期行左心瓣膜手术（n=359）、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n=15）或先天性心脏病矫治术（n=20）的
患者。此外，Ebstein畸形（n=1）、活动性心内膜炎
（n=5）或既往心脏手术史（n=35）的患者也被排除
本研究。最终共纳入51例因重度TR首次接受单纯三
尖瓣外科手术的连续患者。由主治医师通过综合评估
患者年龄、症状和其他合并疾病来确定手术方式。研
究已获得Asan医疗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由于为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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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及缩略词
CHF
RV
TR
TV

=
=
=
=

充血性心力衰竭
右心室
三尖瓣反流
三尖瓣

统计分析
分类变量以频率和百分比表示，使用Fisher精确
检验进行比较。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或中位
数和范围表示，并使用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比
较。使用Kaplan-Meier曲线描述生存率或无严重不
良事件比例。使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间上述比率

性研究，无需获得患者知情同意书。

的差异。在多变量分析中，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
确定死亡及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采用单变量模型

超声心动图检查
使用配有2.5 MHz换能器的惠普Sonos 2500或5500

对表1和表2中的基线变量进行评估。在单变量分析

成像系统（Hewlett-Packard，Andover，Mass）进行二

多变量分析中应用了反向消除技术，仅P ＜0.10的变

维超声心动图和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所有患者均在

量才会纳入最终的模型。统计分析应用SPSS 14.0版

术前2个月内行超声心动图检查。通过心尖四腔切面

（SPSS Inc，Chicago，Ill）进行统计分析。

中P ≤0.20的变量，可作为多变量Cox模型的候选。

观评估TR程度。远端喷射面积＜5 cm2、5~10 cm2和＞
10 cm2分别定义为轻度、中度和重度TR反流[12]。根据

结果

在胸骨旁切面测量的右室流出道数据确定右心室舒张
末期和收缩末期容积。

基线特征
患者接受手术时的平均年龄为55.8±12.9岁。其

手术方法
根据主刀外科医师的偏好，选择经胸骨正中切口

中25例（49.0%）为男性。根据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

（n=41）或保持胸廓完整性的右侧胸部小切口手术

衰竭。3例（5.9%）患者伴发肝硬化。8例（15.7%）

（n=10）。胸骨切开术方法按传统升主动脉和双腔静

患者有胸部钝器伤病史。27例（52.9%）患者为单纯

脉插管。微创方法则通过右侧颈内静脉、右侧股静脉

瓣环扩张（有或无瓣叶粘连者分别为20例和7例），

和右侧股动脉插管。在心脏不停跳和停跳（n=40）情

21例（41.2%）患者为瓣叶脱垂，另有4例患者存在

况下进行手术的患者分别为11例和40例。三尖瓣修复

瓣叶增厚。患者基线时的人口统计学、实验室检查和

和置换分别为37例和14例。三尖瓣置换患者均保留瓣

超声心动图检查数据见表1和表2。与接受三尖瓣修复

叶及瓣下结构。患者术前临床状态和超声心动图参数

的患者相比，接受三尖瓣置换手术的患者更可能存在

是选择瓣膜修复还是置换的影响因素，但最终的选择

严重心力衰竭症状、TR更严重，收缩末期和舒张末

由主治医师来决定。

期右心室容积也越大，同期行Maze术治疗心房颤动

分级，16例（31.4%）患者心功能为Ⅲ级或Ⅳ级心力

的可能性较低。
随访
患者每隔3~6个月在门诊进行访视，随访数据截
至2011年8月底。通过电话联系，获得在其他医院随
访患者（n=9）的临床信息。通过访问韩国国家人口
动态统计登记数据库，确认患者的生存状态、死亡日
期和死亡原因。除非已临床明确或经尸体解剖确定为
非心源性死亡，所有死亡患者均被认为是心源性死
亡。发生在术后30天内的死亡定义为早期死亡。
主要结局指标包括全因死亡、需要再次三尖瓣手

在37例行三尖瓣修复术的患者中，34例术中放置
成型环，1例行DeVega成形术。其中22例患者的三尖瓣
修复还同期进行了共计24个瓣叶的操作，这些操作包
括新腱索成形（n=9）、交界成形（n=6）、瓣叶扩张
（n=4）、Alfieri术（n=4）和乳头肌复置术（n=1）。
在放置成型环的患者中，置入硬环、软环和瓣环成形
带者分别为12例、18例和4例。在进行三尖瓣置换的14
例患者中，机械瓣和生物瓣分别为4例和10例（其中牛
心包瓣膜和猪心瓣膜分别为8例和2例）。

术或心脏移植，以及因充血性心力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CHF）而再次入院。在本研究中，CHF
定义为静息时存在呼吸困难和需要静脉使用利尿剂。

早期术后转归
平均主动脉阻断和体外循环时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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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队列患者的基线人口统计学和实验室数据特征

患者人数
年龄（岁）
男性，n（%）
糖尿病，n（%）
高血压，n（%）
心房颤动，n（%）
Maze手术，n（%）
卒中病史，n（%）
肝硬化，n（%）
慢性肺疾病，n（%）
NYHA心功能评级，n（%）
Ⅰ
Ⅱ
Ⅲ
Ⅳ
胸部钝性创伤史，n（%）
血红蛋白，g/dl
血小板计数，×1000/μl
血清白蛋白，g/dl
肌酐，mg/dl
eGFR，ml/min/1.73 m²
胆红素，g/dl
B型脑钠肽，pg/ml
C反应蛋白，g/dl

瓣膜修复组

瓣膜置换组

37
55.7±13.8
19（51.4）
6（16.2）
10（27.0）
20（54.0）
9（24.3）
1（2.7）
3（8.1）
1（2.7）

14
56.1±10.7
6（42.9）
2（14.3）
3（21.4）
6（42.9）
0
0
0
1（7.1）

9（24.3）
20（54.0）
5（13.5）
3（8.1）
4（10.8）
13.0±2.3
176.8±68.2
3.9±0.5
1.1±0.6
74.7±35.3
1.2±0.5
259.2±293.2
0.3±0.6

0
6（42.9）
3（21.4）
5（35.7）
4（28.6）
12.3±2.0
179.2±80.2
3.8±0.5
0.8±0.2
84.2±12.7
1.2±0.7
561.7±391
1.3±1.5

表2 研究队列患者的基线超声心动图数据

P值
0.92
0.76
>0.99
>0.99
0.54
0.049*
>0.99
0.27
0.47
0.029*

0.12
0.31
0.91
0.50
0.13
0.33
0.79
0.31
0.090

NYHA ：纽约心脏协会；eGFR ：估计肾小球滤过率。*P＜0.05。

超声心动图数据
TR喷射面积，cm²
三尖瓣瓣环扩张，n（%）
三尖瓣瓣叶粘连，n（%）
瓣叶异常，n（%）
脱垂
增厚
增厚+脱垂
RVIDs，mm
RVIDd，mm
右心室功能障碍，n（%）
右心室扩张，n（%）
IVC“多血征”，n（%）
肝静脉回流，n（%）
左心室射血分数，%
LVIDs，mm
LVIDs，mm
TR PG（峰值），mm Hg

瓣膜修复组
（n=37）

瓣膜置换组
（n=14）

P值

21.6±5.8
30（81.1）
17（45.9）
17（45.9）
15（40.5）
1（2.7）
1（2.7）
31.2 4.1
38.7±5.8
13（35.1）
31（83.8）
20（54.1）
27（73.0）
57.8±7.9
31.1±6.9
46.6±6.4
27.5±9.0

36.6±18.1
13（92.9）
7（50.0）
7（50.0）
5（35.7）
2（14.3）
0
37.9±6.0
43.2±7.5
7（50.0）
13（92.9）
12（85.7）
12（85.7）
59.6±6.9
28.6±5.9
42.8±7.0
22.6±7.7

0.050*
0.30
>0.99
>0.99
0.75
0.12
>0.99
0.002*
0.053
0.36
0.66
0.053
0.34
0.45
0.24
0.070
0.095

TR ：三尖瓣反流；RVIDs ：右心室收缩期末内径；RVIDd ：右心室舒张期末内
径；IVC ：下腔静脉；LVIDs ：左心室收缩期末内径；LVIDd ：左心室舒张期末
内径；PG ：反流压差。*P＜0.05。

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术前血红蛋白水平、
估计肾小球滤过率、胆红素水平和右心室收缩末期容

57.7±26.2分钟和100.8±41.0分钟，三尖瓣修复

积是复合不良转归（死亡、CHF、心脏移植和再次三

组 和 置 换 组 之 间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 分 别 为P = 0 . 4 8 和

尖瓣手术）显著的独立决定因素（表4）。

P =0.23）。
1例（2.0%）接受生物瓣置换的患者术后第2天死
于严重的右心功能衰竭。患者术后早期转归见表3。
三尖瓣修复组和置换组术后早期的并发症发生率无显
著差异。

随访结束时，42例患者仍存活。其中40例患者进
行了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评级，另外2例患者未能进
行心功能评估（1例因车祸致多发损伤，另1例因癌症
需住院化疗）。术前和末次随访的纽约心脏协会心功
能评价的比较见图2。患者随访结束时的心功能评级

晚期转归
完成中位随访的患者（100%）的中位随访时间
为47.4个月（四分位距：10.4~61.4个月）。在此期
间，8例患者晚期死亡（其中4例为心源性死亡，3例
死因不明，1例死于恶性肿瘤），4例因CHF再次入
院，2例进行了心脏移植。1例三尖瓣修复组的患者因
术后1年出现重度TR而行三尖瓣置换术。5年总生存
率为83.5%±5.4%，5年无CHF、心脏移植或再次三
尖瓣手术生存率为77.3%±6.1%。不同手术方式的总
生存率和无事件生存率见图1。三尖瓣修复组和三尖
瓣置换组的总生存率和无事件生存率均无显著性差异
（分别为P =0.22和P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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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研究队列患者术后早期转归
变量，n（%）

总计
瓣膜修复组 瓣膜置换组
（n=51） （n=37）
（n=14）

0
1（2.0）
早期或院内死亡
发生主要并发症的患者 10（19.6） 6（16.2）
人数
3（8.1）
5（9.8）
因出血再次探查
2（5.4）
3（5.9）
急性肾衰竭
5（9.8） 4（10.8）
低心排血量综合征
1（2.7）
1（2.0）
伤口感染
1（2.7）
1（2.0）
肺部感染
2（5.4）
2（3.9）
植入永久性起搏器
1（2.7）
1（2.0）
室性心动过速
1（2.7）
1（2.0）
脓毒血症，多脏器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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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4
（28.6）
2（14.3）
1（7.1）
1（7.1）
0
0
0
0
0

P值
0.10
0.32
0.61
>0.99
0.69
>0.99
>0.99
>0.99
>0.99
>0.99

置换
置换

无事件生存率（%）

生存率（%）

修复

log-rank P =0.22

修复

log-rank P =0.59

术后时间（年）

术后时间（年）
危险患者数

危险患者数
修复
置换

修复
置换

图1 生存率（A）和无事件生存率（B）曲线。瓣膜修复和置换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78.9±6.9%和92.9%±6.9%。主要事件
定义为再次三尖瓣手术、心脏移植和因CHF再次入院。

与术前相比显著改善（P ＜0.001）。

（n=34），使用硬环、软环或环带者中重度TR豁免
率（P =0.64）和重度TR豁免率（P =0.51）均无显著

术后三尖瓣功能
在6个月时仍生存的患者（n=47）中，37例

差异。术后重度TR与主要不良结局之间存在显著相
关性（P =0.036，图4）。

（78.7%）接受了晚期（>6个月）术后超声心动图
评估。超声心动图随访的中位时间为28.5个月（四分

讨论

位距：18.9~68.7个月）。术前和末次随访时的超声
心动图参数见表5。在末次随访时，收缩和舒张末期

除了原发性单纯TR患者与左心瓣膜病患者相比

右心室容积、TR喷射面积和TR程度与术前相比均显

数量相对较少外，临床不常采用外科治疗单纯三尖瓣

著降低。在连续超声心动图随访期间，21例患者发

病变还有两大原因。第一，既往研究报告的单纯三尖

生至少1次中至重度三尖瓣功能障碍（中度和重度分
别为15例和6例）。不同TR程度和三尖瓣手术方式患

P＜0.001*

者的TR豁免率情况见图3。三尖瓣修复组和置换组患
者的TR豁免率无明显差异。然而，在三尖瓣置换组
中，仅采用生物瓣的患者出现TR复发（n=4）。在这
4例生物瓣功能障碍患者中，其中3例为牛心包瓣膜，

纽约心脏协会
心功能评级

1例是猪心包瓣膜。在三尖瓣成型环植入患者组中
表4 无事件生存率的多变量Cox回归分析
血红蛋白（增加1 g/dL）
eGFR（增加10 ml/min/1.73 m²）
胆红素（增加0.1 mg/dl）
RVIDs（增加1 mm）

风险比

95%可信区间

P值

0.77
0.67
6.26
1.17

0.60~0.99
0.45~0.99
1.63~24.1
1.01~1.36

0.045
0.045
0.008
0.047

eGFR ：估计肾小球滤过率；RVIDs ：右心室收缩期末内径。

术前

末次随访

图2 术前和末次随访时的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评级。*边缘
齐性检验：P＜0.001。 1例患者术前有肺结核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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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术前和末次随访（＞术后6个月）的超声心动图评估
结果比较
术前
（n=51）
左心室射血分数，%
RVIDs，mm
RVIDd，mm
右心室扩张，n（%）
右心室功能障碍，n（%）
TR PG（峰值），mm Hg
TR喷射面积，cm²
TR程度
无反流
轻度
中度
重度

末次随访（＞术后
6个月）
（n=37）

58.2±7.6
32.7±5.3
40.0±6.5
44（86.3）
20（39.2）
26.3±8.9
24.5±11.0

57.9±9.4
28.4±9.8
35.5±9.3
16（43.2）
9（24.3）
28.1±13.0
5.9±5.3

0
0
0
51（100.0）

10（27.0）
13（35.1）
10（27.0）
4（10.8）

P值
0.77
0.034*
0.044*
<0.001*
0.21
0.21
<0.001*
<0.001*

确定手术适应证可能会使手术治疗效果更差[4]。
既往研究报告的初次三尖瓣手术死亡率最高达到
36%，这使得外科医师对手术干预持审慎态度 [7,9,10]。
此外，手术干预的长期结局也不佳，例如Iscan等 [8]发
现平均年龄为33±15岁的患者三尖瓣置换术后10年生
存率＜40%。
近期几项研究显示，单纯三尖瓣手术的临床转归
主要受术前临床指标影响。因此，选择适当的患者
和早期手术或许能够改善此类患者的长期结局 [4,6,13]。
Topilsky等 [6] 回顾性分析了189例因重度TR行三尖瓣
置换术的患者数据，结果显示手术死亡率为10%，
5年生存率为55.9%。作者发现，患者长期生存率

连续变量的比较应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分类变量比较应用McNemer或
边缘齐性检验。RV I Ds ：右心室收缩期末内径；RV I Dd ：右心室舒张期末内
径；LVIDs ：左心室收缩期末内径；LVIDd ：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TR ：三尖瓣
反流；PG ：反流压差。*P＜0.05。

受术前指标影响，如严重的心力衰竭症状、查尔森
（Charlson）合并症指数、右心室功能和血肌酐水
平。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在患者发生右心衰竭或终
末器官损害之前行外科手术，三尖瓣置换术的早期和

瓣手术死亡风险较高（有时高到让人难以承受），因

晚期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此临床医师对进行外科手术干预存在顾虑。第二，与

Lee等 [14]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比较了单纯TR

左心瓣膜疾病不同，单纯TR（即使为重度反流）在

患者接受手术和药物治疗的长期死亡率，结果发现手

相当长的时间里相对易于耐受。

术组生存率高于药物治疗组。这一结果表明，三尖瓣

目前的美国心脏病学学院/美国心脏协会指南认
为，当重度TR呈“症状性”时，可以进行三尖瓣置

手术并非传统上认为的高风险干预策略，早期外科干
预可以改善单纯重度TR患者的生存率。

换或瓣环成型术（Ⅱa类推荐和C级证据） 。然而，

Kim等 [4] 最近报告的一项研究是迄今为止纳入单

该类患者早期症状不明显，只有当发展到严重右心功

纯TR手术患者最大样本的研究之一。其结果显示，

能衰竭时才会出现明显症状。因此，根据患者症状来

在61例连续患者中，术前血红蛋白水平和右心室收缩

[3]

置换

中度TR
38.8±9.7%，5年

修复

TR豁免率（%）

TR豁免率（%）

重度TR
83.9±7.0%，5年

log-rank P =0.28

术后时间（年）

术后时间（年）

危险患者数

危险患者数
重度TR
中度TR

修复
置换

图3 中重度TR豁免率情况。A：重度TR豁免率（实线）中度TR豁免率（虚线）情况。B：采用不同手术方式时（修复和置换）的
中重度TR豁免率情况。TR，三尖瓣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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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瓣叶已存在退行性增厚。与之相反，DalrympleHay等 [16] 进行的研究则显示生物瓣具有良好的耐久
无事件生存率（%）

重度TR（-）
85.9±5.4%，5年

性。在他们的患者队列中，15年时无需再次进行三尖
瓣手术的比例为71.0%±2.8%，与机械瓣置换的术后

log-rank P =0.036

结果相近。一项纳入11篇已发表文献的荟萃分析比较
了采用生物瓣和机械瓣进行三尖瓣置换的长期结局，
重度TR（+）
33.3±19.2%，5年

结果显示，10年后两者的再次手术率或生存率差别极
小，无显著性意义 [17]。然而，再次手术率较低并不能
完全代表具有良好的耐久性。特别是，那些之前出现

术后时间（年）

过严重右心室功能障碍的患者再次行三尖瓣手术，手

危险患者数
重度TR（-）
中度TR（+）

图4 存在和不存在术后重度TR患者的无事件生存率曲线。
TR，三尖瓣反流。

术风险会非常高，而决定是否再次行三尖瓣手术也是
具有挑战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出现术后重度TR
时，更可能接受保守的药物治疗来控制他们的心脏衰
竭，而不是接受再次三尖瓣手术。很少有研究通过术

末期容积是单纯三尖瓣术后无事件生存率的独立决定

后长期进行超声心动图随访观察评估用于三尖瓣置换

因素。然而，该研究中纳入的患者存在异质性（同时

的生物瓣耐久性。在本研究中，4例接受生物瓣置换

纳入原发性和继发性TR，其中57例患者以前接受过

后出现显著TR复发的患者，仅有1例再次接受心脏手

左心瓣膜手术。接受过左心瓣膜手术患者TR发展的

术（心脏移植）。这一结果也支持了再次三尖瓣手术

病理生理机制与无心脏手术史患者可能存在差异，因

不能作为三尖瓣术后功能障碍替代性指标的假设。

为左心房压力/容量超负荷，以及随后继发的肺动脉

本项研究表明，存在肾脏或肝脏功能障碍（根据

高压会导致更多的事件发生。这两个群体（原发性和

高胆红素水平和低肾小球滤过率判断）均与不良临床

继发性TR）的长期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结局相关。对于同类患者，Ailawadi等 [18]提出了一个

本项研究显示，接受三尖瓣修复术的患者术后出

更为全面的脏器功能障碍模型来预测三尖瓣术后的

现严重TR与不良临床结局相关。即使三尖瓣瓣膜的

死亡率。在其纳入168例接受三尖瓣手术患者的研究

形态和瓣叶受限程度适合行三尖瓣修复术，而且在修

中，使用了根据基线胆红素、国际标准化比值和肌酐

复术后的即刻三尖瓣功能良好，仍会有相当一部分患

水平计算出来的终末期肝病评分模型。由于这一模型

者术后晚期发生中重度TR。长期随访发现，TR复发

可准确预测死亡率，作者认为可以为此类患者的风险

存在时间相关性（图3）。本项研究显示，TR复发风

分层提供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险较高的患者，或许采用机械瓣置换可使其获益。
Moraca等[15]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假设，

研究局限性

其采用的倾向性评分配对分析显示，三尖瓣置换术后

本项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回顾

的总生存率和无事件生存率与三尖瓣修复术后相似。

性和观察性设计，因此存在此类研究的固有局限性；

这一结果表明，三尖瓣修复术后TR复发风险较高的

其次，由于样本量较小，无法得出有力的结论（尽管

患者可考虑应用三尖瓣置换术。

本研究的样本量大于既往研究）；第三，无法对一些

在本项研究的患者队列中，超声心动图评估结果
表明生物瓣的耐久性低于预期。接受生物瓣置换的10

复杂变量（如三尖瓣环的大小、三尖瓣受限程度以及
右心室功能定量参数）进行评估。

例患者中，有4例患者在术后19.3~50.7个月间发生重
度TR。其中2例患者存在中度三尖瓣狭窄。所有4例患

结论

者均出现瓣叶运动受限伴非钙化性增厚。1例患者在
术后30.9个月时因严重右心功能衰竭行心脏移植术，

单纯重度TR外科矫正后的长期临床结局主要取

随后由病理医师对该患者三尖瓣组织的病理学检测证

决于术前因素的影响，如贫血、肝/肾功能不全和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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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室扩张程度。所采用的手术类型对结局并没有影
响。因此，本项研究结果表明，应在发生贫血或器官
功能衰竭之前及时进行外科手术，而手术方式的选择
可由主治医师根据不同患者的临床实际情况及状态来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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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摘要）

婴儿期心脏手术后癫痫发作脑电图与4周岁时执行能力和
社会行为的缺陷相关
Postoperative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seizures are associated with deficits i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behaviors at 4 years of age following cardiac surgery in infancy
J. William Gaynor, Gail P. Jarvik, Marsha Gerdes, et al.

丛壮壮 译 景华 校
目的：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术后癫痫发作脑电图的出现通常预示着较差的神经发育结局。我们曾使用48小时脑电图
监测发现178例新生儿及婴儿中有11%出现术后癫痫发作。1周岁时的评估并未明确癫痫发作脑电图对神经发育结
局的不良影响。本研究旨在证实学龄前的相关测试是否有助于发现随儿童发育而逐渐明显的缺陷。
方法：4周岁时进行的神经发育评估内容包括认知、语言、注意力、冲动行为、执行能力、行为问题、学业成绩以及
视觉和精细运动能力。
结果：151例存活患儿中132例（87%）进行了发育评估。整体的全量表IQ值为95.0±18.5。无癫痫发作患儿的IQ值
为95.1±18.7，有癫痫发作患儿的IQ值为93.6±16.7。经协方差调整后，癫痫发作脑电图的发生与较差的执行能力
（P =0.037）和社会互动障碍/限制行为（P =0.05）相关。癫痫与认知功能、语言功能、注意力、冲动行为、学业成绩、运
动技能方面较差的表现无显著相关性（P 值均＞0.1）。
结论：术后发生癫痫是脑损伤的生物学指征。本研究证实术后癫痫发作脑电图与较差的神经发育结局相关，尤以
在婴儿期接受心脏手术的学龄前儿童执行能力减弱及社会互动障碍、重复/限制行为的高发为特征。但癫痫脑电图
与较差的认知功能、语言功能或运动技能没有相关性。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132-9）

早期手术治疗儿童感染性心内膜炎的15年经验
Early surgical therapy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 in children: A 15-year experience
Pirouz Shamszad, Muhammad S. Khan, Joseph W. Rossano, et al.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儿童感染性心内膜炎非常少见，但可能伴有较高的死亡率和患病率。目前关于儿童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外科
治疗及相关结局的资料很少。本研究旨在阐述感染性心内膜炎儿童接受外科治疗后的特征和手术结局。
方法：对单中心1996~2010年间确诊为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年龄≤21岁的患者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76例（中位年龄为8.3岁，73.9%为男性）确诊为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中，46例（61%）需要外科干预。金

黄色葡萄球菌 检出率最高（18例，24%），然后是链球菌（17例，22%）。常见的外科手术指征为重度瓣膜关闭不
全（13例），脓毒血栓（12例），并发重度瓣膜关闭不全和心室功能障碍（9例），植物人状态（9例）和持续菌血症
（3例）。35例（76%）患者在确诊后7天内进行了早期手术，25例（54%）甚至在3天或更短的时间内进行了手术
治疗。与外科手术相关的因素包括心室功能障碍、左侧植物人状态、重度瓣膜关闭不全、脓毒血栓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 感染。在3天或更短的时间内手术与存在心室功能障碍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感染相关。50%伴有瓣膜原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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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患者也进行了原位瓣膜修复术。术后没有脓毒血栓形成，心内膜炎复发率较低（2%）。术后1年、5年和10年
生存率分别为98%±2%、90%±8%和81%±11%。
结论：儿童感染性心内膜炎可以及早进行外科手术治疗，其发生脓毒血栓、心内膜炎复发和手术死亡率的风险
都较低。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506-11）

胸外科手术（摘要）

pT2N0M0食管鳞癌的肿瘤位置及分化程度对患者生存有影响吗？
Do tumor location and grade affect survival in pT2N0M0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Dongrong Situ, JunyeWang, Peng Lin, et al.

张曙光 译 张林 校
目的：在第七版《AJCC恶性肿瘤分期手册》食管鳞癌的T N M分期中，pT2-3N0M0食管鳞癌的分期综合了肿瘤
的分化程度和肿瘤所在的位置。根据第六版《AJCC恶性肿瘤分期手册》进行分期的pT2N0M0（ⅡA期）患者，
现在则可被划分为ⅠB、ⅡA或ⅡB期。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这种新的分期方法是否能够更好地预测预后，以
及是否有其他新的因素能够用来预测患者的预后。
方法：对中山大学肿瘤中心1990~2005年间进行手术治疗的317例pT2N0M0食管鳞癌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首
先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方法对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接着应用Kaplan-Meier法对包括肿瘤的分化程
度和肿瘤位置等预后因素的预测效率进行了验证。
结果：5年总体生存率为57%，中位生存期为84.5个月（6.94年）。单因素分析发现年龄、酒精摄入量以及肿瘤的分化
程度与生存相关。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发现酒精摄入量和分化程度为独立预后因素。应用Kaplan-Meier法
进行生存分析发现年龄、吸烟情况、酒精摄入量、肿瘤的分化程度及肿瘤位置都是预后影响因素。
结论：对于pT2N0M0食管鳞癌患者，相对于第六版而言，第七版《AJCC恶性肿瘤分期手册》并未能提供更加明
晰的预后。肿瘤分化程度可以作为独立预后因素，而肿瘤所在的位置并不是独立预后因素。此外，酒精摄入量是
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可提示更差的预后。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45-51）

临床ⅠA期肺腺癌肺段切除与肺叶切除的治疗效果比较：
多中心研究的倾向匹配分析结果
Oncologic outcomes of segmentectomy compared with lobectomy for clinical stage IA lung adenocarcinoma: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analysis in a multicenter study
Yasuhiro Tsutani, Yoshihiro Miyata, Haruhiko Nakayama, et al.

张曙光 译 张林 校

目的：本研究旨在观察临床ⅠA期肺腺癌肺段切除与肺叶切除治疗后的肿瘤学效果。
方法：统计连续入院的618例临床ⅠA期肺腺癌患者中，481患者在术前行高分辨率计算机扫描和18 F正电子发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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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计算机扫描检查。137例患者因使用楔形切除未纳入本研究；383例患者为肺叶切除，98例为肺段切除。对所
有患者的手术效果进行分析，并采用配对法进行倾向指数分析。
结果：就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而言，肺叶切除组
（3年R FS，87.3%；3年OS，94.1%）和肺段切除组（3年R FS，91.4%；风险比，0.75；95%可信区间，0.27~1.20；

P = 0.14，3年OS，96.9%；风险比，0.49；95%可信区间，0.17~1.38；P = 0.18）之间无显著差别。在两组患者中，临
床因素上可以观察到有显著的区别，如实体肿瘤大小（P ＜0.001）、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
（P ＜0.001）和肿
瘤的位置（周边病灶，P =0.005；肺叶中心病灶，P =0.001）。在81对采用配对法倾向指数分析的患者中，患者的年
龄、性别、肿瘤大小、SUVmax、周边病灶、肺叶中心病灶、RFS和OS在肺叶切除组（3年RFS，92.9%，3年OS，
93.2%）和肺段切除组（3年RFS，90.9%；3年OS，95.7%）患者间基本相同，无差异。
结论：肺段切除适用于临床ⅠA期肺腺癌患者，其生存情况与标准肺叶切除方法相同。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358-64）

获得性心血管病（摘要）

A型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行冠状动脉上升主动脉置换术后
主动脉根部情况的长期观察
Supracoronary ascending aortic replacement in patients with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type A: What
happens to the aortic root in the long run?
Bartosz Rylski, Friedhelm Beyersdorf, Philipp Blanke, et al.

金振晓 译 易定华 校
目的：明确累及主动脉根部的A型急性主动脉夹层（acute aortic dissection type A，AADA）患者长期效果的预测
因素。
方法：2001~2009年间，一家三级医学中心152例AADA患者中有119例进行了冠状动脉上升主动脉置换术（女性
52例，平均年龄61±15岁）。对至少随访1年以上的患者（n=97）回顾性分析术前主动脉根部病变情况。采用计算
机断层扫描和超声心动图对新发主动脉根部疾病进行随访分析并判定是否需要再次手术。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33.8个月（范围，0 ~112个月）。26例（27%）患者在初次手术后4.4±2.6年（范围，1.0 ~8.2
年）出现新发主动脉根部病变，其中10例需要再次行主动脉根部手术治疗。严重主动脉夹层延伸至盆腔动脉是
新发主动脉根部病变的独立预测因素（P ＜0.01）。初次手术时，夹层累及所有主动脉窦是主动脉根部再次手术
的独立预测因素（P ＜0.05）。冠状动脉上升主动脉置换术后主动脉根部扩张的平均速率为0.6±1.1 m m /y。术
前主动脉根部直径和主动脉窦夹层对生存率没有影响。是否出现新发主动脉根部病变患者的5年生存率相似
（91% vs. 89%，P =0.79）。
结论：对于AADA患者，夹层累及所有主动脉窦是主动脉根部再次手术的独立预测因素，主动脉夹层延伸至盆腔动
脉是再次发生主动脉根部病变的预测因素。冠状动脉上升主动脉置换术后，应该对患者进行短间隔长期随访，以
减少因新发主动脉根部病变导致的死亡。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2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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