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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结直肠癌肺转移瘤切除术：
对具有不确定因素的病例进行随机对照试验

肺转移瘤切除术后的生存率，从最早到最新的报
道，都与转移瘤的数量及其出现的时间密切相关。

rbht.nhs.uk/research/cteu/projects/respiratory-disease/
pulmicc/）。

肺转移瘤数目越少，原发灶切除术与肺转移瘤切除
术间隔时间越长，生存率也就越高 [1]。许多临床文献
（对于结直肠癌至今已有100篇以上报道）都曾报道

观察性数据分析提示应限制肺转移瘤
切除术的应用

过肺转移瘤切除术可提高生存率，并建议扩大手术

个案报道以及国际肺转移瘤注册机构

适应证。一项来自欧洲胸外科医师学会（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Lung Metastases，IRLG）的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成员的调查显示，自

研究显示，肺转移瘤切除术后生存时间很大程度上取

2006年11月至2007年1月，绝大多数的胸外科医师

决于转移瘤的数量 [4]。在一项最为全面的系统性综述

（占86%）认为肺转移瘤切除的数目是没有确定上限

文献中，3504例患者中60%为孤立性肺转移患者 [5]。

的，其中64%的医师在原发肿瘤切除术后1年内又对

观察结果一致显示，原发灶手术切除后的间隔期越

患者进行了转移瘤的切除[2]。对于肺转移瘤切除术与

长，说明其效果越好，而已发表的系列文献中显示的

患者生存时间延长相关联的另一种解释为，医师仔细

平均间隔期为2~3年[1]。根据本身具有较好的预后因素

筛选了预后较好的患者，这对于手术效果极为重要，

特征的病例进行外推，扩大到具有不良预后因素特征

而这些患者本身会有较长的生存时间。综上所述，更

的患者群，生存率也不会很高。

大样本和更完善统计分析的观察性研究结果表明，过

2009年，来自杜克大学和Sloan-Kettering癌

去对于肺转移的旧观点仍然适用，而且扩大实施肺转

症纪念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移瘤切除术可能会减少其获益或预后更差，很明显这

Center）的综合报道，首次明确建议限制结直肠癌

些患者不可能从中获益，因此这些患者应该被排除研

转 移 瘤 的 切 除 [3]。 研 究 者 报 道 ， 4 4 例 存 在 3 个 或 者

究 [1,3] 。本文简要回顾分析了观察性数据以及数学模

更多转移瘤的结直肠癌患者，经原发灶切除术后1

型。研究者认为有必要设计一项临床试验，重点研

年内实施肺部转移肿瘤切除术，结果“无1例患者

究不确定因素。基于此，结直肠癌肺转移瘤切除术

手术治愈” [3] 。对于存在3个或者更多肺转移瘤的结

（Pulmonary Metastasectomy in Colorectal Cancer，

直肠癌患者，在原发灶切除术后不足1年的间隔期

PulMiCC）试验已在欧洲各国招募患者（http://www.

内，研究者明确建议应考虑仅给予标准内科治疗。
2013年2月发表的一篇最近的系统性综述，涉及术
后随访研究的复杂荟萃分析，据这篇文献报道，孤
立性肺转移瘤数目大于1预示肿瘤复发的可能性更
高 [1] 。上述结论是由2001~2011年间将近3000例患
者数据中分析得到的，但同时文献作者认为“以上
结论可能会让有2~4个肺转移瘤的患者失去手术机
会，这有些不公平 [1] 。”假如有证据表明，患有2~4
个肺转移瘤的患者手术获益的可能非常难以确定，
那么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告诉患者，而患者也会完全
理解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另外，

4

1

内科医师应以此为目标，收集更多证据以便为患者

患者生存比例

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

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生存率的数学模型
在开展一项试验之前，了解一切与试验有关的因
素是十分重要的，以本研究为例，延长生存时间对于
转移瘤切除术意义重大，研究中遇到的干扰因素主要
为癌症病理学的异质性以及多学科治疗的不同影响。
上世纪90年代的两项研究中，分别纳入了144例和159
例患者 [6,7] ，研究数据均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8]

泰晤士癌症注册机构（Thames Cancer Registry） ，

肺转移瘤切除术后的时间（月）
患者生存比例

基于这些数据得出两个与预后有关的因素，其中之一
是患者原发癌手术时的结直肠癌分期，另一个因素是
所谓的无瘤间期（disease-free interval）。根据注册机
构和已发表队列的数据建立数学模型。筛选肿瘤分期
相似的患者，并从中选择在“无死亡间期（death-free
interval）”内仍然存活的患者[6]（因此可继续接受手
术），无死亡间期与研究队列中报道的无瘤生存期相
似。根据上述两个标准选择的患者，通过模型计算出
的生存率与报道中转移瘤切除术后的生存率相似（图
1）。值得注意的是，登记时就伴有转移瘤的患者5年
生存率仅大于5%。临床上优先选择生存时间长的患者
进行转移瘤切除术 [9]。数学模型说明肺转移瘤切除术
不确定患者有生存获益，因此很有必要开展一项临床
随机试验。

预测因素或预后因素？
这里要强调一下预测与预后这两个词的区别 [10]。
预后因素是一种在治疗开始前就已了解的变量。无
论患者接受何种治疗，这些预后因素均可影响患者生
存状况的变化。转移瘤的数目、无瘤间期像癌胚抗

肺转移瘤切除术后的时间（月）

图1 A，根据144例行肺转移瘤切除术患者的杜克分期以及
无瘤间期（disease-free interval）数据建立模型以评估与之分
期相匹配的患者生存率，这些患者均来自泰晤士癌症注册机
构（Thames Cancer Register）。为了研究转移瘤切除术，模型
中的入选患者全部假定为转移瘤切除术后患者存活，无瘤间
期与McCormack等临床报告中提供的无瘤间期数据相当[6]。
5年生存率如图所示（统计95%可信区间）。B，159例日本患者
的相同模型的临床研究[7]。已获得再版许可[8]。

CEA与晚期结直肠癌的手术治疗
检测CEA具有指导意义。在癌症研究活动组织
（Cancer Research Campaign）的CEA二次探查试验

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一样都是预后

（CEA Second-Look Trial）中，CEA用于初次结直肠

因素。预测因素则与治疗息息相关。因此，非根治性

癌术后的监测。这项试验验证了这一理念，盆腔或肠

R0切除术是不良结局的预测因素，但这一因素直到

系膜淋巴结、腹膜后、肝脏或者结肠吻合口处早期复

术后才能知晓，因此预测因素不应用于选择患者。纵

发是否可成功手术切除，为患者提供了术后第二次治

隔淋巴结受累既是不良预后因素（术前发现），也是

愈的机会。CEA升高的患者被随机分为接受二次剖腹

术后生存率低的预测因素（如果术中发现）。在肺转

探查术组和未接受二次剖腹探查术组[11]。接受二次剖

移瘤切除术的报道中，预测因素与预后因素常常被列

腹探查术的患者并未获得更好的生存。实施二次剖腹

[1]

在一起，如Gonzalez发表的一篇文章 ，作者列出了

探查术的患者需要更多的调查咨询、住院治疗和手术

4项因素：转移瘤数目大于1、同时性肺转移、胸腔内

治疗，而生存期并未延长。数据监测委员会中止了这

淋巴结受累和开胸手术前CEA水平升高，荟萃分析显

项试验，在此之前已有1447例患者登记注册，且216

示这些因素可使患者死亡率增加2倍。

例患者已被随机化。二次剖腹探查术对患者有害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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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至少目前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获益。

诊患者。西班牙研究组估计，543例患者中至多5%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结直肠癌肝转移行肝

的患者患有结直肠癌肺转移，或者占所有结直肠癌

切除术，促使肝切除术被纳入二次剖腹探查试验计

患者的2.5%，而且研究者发现这一比例与日本和意

[12]

。因此，需要开展肝转移切除术有效性的临床

大利研究中的病例选择比例相仿 [14] 。基于预后因素

试验。梅奥临床中心（Mayo Clinic）发表的一篇文

（转移瘤数目、转移间隔以及CEA）选择患者时其

献显示，根据效能计算结果，36例随机化患者足以

5年生存率达到40%，这也完全归功于患者选择的结

证明肝转移切除术的有效性，如果肝切除术的患者

果，那么分析肺转移瘤切除术对结局的影响显得没

5年生存率达到25%，即可认为肝切除是有效的 [13] 。

有必要（图2）。

划

最终这个临床试验未能实施，尽管缺乏充足的证
据，肝切除术却已经成为目前临床治疗的标准。
CEA监测却让我们觉得进退两难。初次结直肠癌
切除术后如果监测CEA，CEA水平升高意味着需进
一步影像学检查。其中肺部结节复发最明显，其在充
气肺所呈现的黑色背景的影像学检查中显而易见。但

症状与生活质量
尚无文献综述报道术后症状改善的任何信息。这
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肺转移瘤切除术多施行于体
能状况良好的患者。症状并不是评价患者是否能够接

CEA升高一直被认为与肺转移瘤切除术后较差的生

受肺转移瘤切除术的指标，因此并不会在病例回顾研

存相关。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促使转诊患者

究中体现出来。事实上，肺转移瘤引起的症状对终末

行肺转移瘤切除术的血清学检查，这可能也是患者放

期结直肠癌的患者影响甚微，肺转移瘤也很少直接引

弃胸外科手术的理由。杜克大学及Sloan-Kettering癌

起患者死亡。在PulMiCC试验中，记录了患者报告的

症纪念中心 的研究中并没有把CEA作为死亡危险因

结局、生活质量的指标以及明确的呼吸系统症状。评

素，可能因为临床医师使用更广泛的证据已将CEA升

估肺转移瘤切除术的总体效果时，并不期望其会改善

高的患者排除在研究之外，导致CEA水平的范围在手

患者的呼吸系统症状，相反肯定会对患者生活质量带

术队列研究中受到限制 [5]。

来不利的影响。

[3]

结直肠癌肺转移瘤切除术的现状

单一转
移灶

尽管Gonzale等的荟萃分析 [1] 发表于2001年，但
其入组研究的患者均来自上世纪80年代。这些患者
数据如何能反映出当前的治疗呢？最近西班牙结直
肠癌肺转移瘤外科组（Spanish Group for Surgery of
Pulmonary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发布
了一组数据。该研究前瞻性纳入2008~2010年间的
543例患者，其中约60%的患者行转移瘤切除术 [14] 。
55%的患者为孤立性转移瘤。原发灶切除术与肺转
移瘤切除术的中位间隔时间为28个月。以上结果与
上世纪90年代国际肺转移瘤注册机构（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Lung Metastases）的结果相一致 [4]，研究
收集了上世纪80年代患者的荟萃分析 [1]以及追溯到70
年代的临床报告综述 [5]等系列数据。与之不同之处在
于，现今肝转移较以前增多，29%的患者在行肺转移
瘤切除术前已出现1个或多个的肝转移病灶[14]。
预估知名研究所临床报告中病例选择的自由度
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研究者选择的
原则（分母），而且很多患者都是二级或者三级转

多发转
移灶

原发灶切除术与转移瘤切除
术的间隔时间延长

图2 300例肺转移瘤患者中，基于癌症注册研究中心数据的
保守估计，结直肠癌原发灶切除术后15例患者（5%）存活5
年。根据转移瘤数目以及原发灶切除术与转移瘤手术的间
隔时间将患者进行分类。这15例患者生存时间长很可能因为
转移瘤数目少或者因为手术间隔时间长，就如图中右上角聚
集部分。如果我们根据常规标准（1/12例）选择，那么25例患
者中预计有10例患者存活。图中绿色部分所示的40%（10/25
例）这一结果完全是由于患者选择得到的，而将这一事实归
因于手术治疗是不妥的[9]。已获得再版许可[9]。

4

3

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确诊含有1个或多个肺转移结节
第一步：由MDM讨论能否入组PuIMiCC试验
第一阶段：评价一致

根据患者自身情况以及协议中的
调查评价患者

是否为孤立性结节和
原发性肺癌？胸外科
MDT会诊

所有的证据资料均有MDM分析评
估并进行PulMiCC试验

MDT建议行肺转移瘤切除术

匹配患者部分入组
标准不明确因素

MDT建议不行转移瘤切除术

肺转移瘤切除术后
MDT随访1年

依据当地标准治疗后
MDT随访1年
第二阶段：
随机化治疗

PulMiCC试验中的肺
转移瘤切除术

PulMiCC试验中动态监测

图3 如流程图所示。中心垂直线为试验主要流程。红色区域为当地多学科工作组建议不行转移瘤切除术治疗，绿色区域为当
地多学科工作组建议行转移瘤切除术治疗。黄色为患者具有不确定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右侧）是指孤立性淋巴结是否为
转移灶。第二个不确定因素（底部）是对患者的治疗（是否应该接受转移瘤切除术）意见是否一致。PulMiCC，结直肠癌肺转移
瘤切除术。MDM，多学科小组会议；MDT，多学科工作组。

PulMiCC试验
少数孤立性转移瘤患者也可有原发灶切除后的残
余病灶，而不确定的生存获益与转移瘤切除术有关。
不管这种情况多久出现一次，目前的证据并不能证明
这一点，所以认为生存获益与转移瘤切除术关系密切
是没有依据的。因此建议将肺转移瘤切除术纳入随机
对照试验中。在某些情况下外科随机对照试验似乎很
难实现：就像是在圆形洞中一定要钉入方形钉[15]。然
而，据我们所知，肺转移瘤切除术确实存在这样一个
“洞”；设计试验的窍门当然需要想象力以及专业知
识，好比洞里的钉子，旨在为生存获益与肺转移瘤切
除术的关系提供依据。PulMiCC试验的本质是基于真
实世界中的临床实践：绝大多数结直肠癌肺转移瘤的
患者因为患者的自身特征以及癌性生物学行为而没有
进行转移瘤切除术。因此仅有少部分患者选择了手术
治疗。既然有的患者手术而其他的患者没有手术，这

是生存与生活质量。
该临床试验包含两个阶段（图3）。第一阶段，
患者没有进行随机化分组，收集根治性结直肠癌切除
术后肺转移的患者，全面评估和了解这些患者的病例
资料，作为当前的最佳临床实践。研究发现很多患者
具有不太可能获益的特征（因而不推荐进行手术，译
者注）。另外一些患者自身条件较好，研究团队推荐
这些患者进行手术，并且这些患者也愿意接受手术。
那些处于中间的患者，很明显存在不确定因素，进
行随机分配。PulMiCC试验正在欧洲招募患者。试验
的全部细节可在皇家布朗普顿医院（Royal Brompton
Hospital）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rbht.nhs.uk/
research/cteu/project /respiratory-disease/pulmicc/）上
查看。截至本文撰稿时已有超过160例患者参与本次
研究，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将接受随机化治疗（接受
或不接受肺转移瘤切除术）。

其中定会存在有争议的病例，因拒绝手术而有失公
正[1]或质疑生存获益。所以试验对于明显存在不确定
因素的患者采取随机分配治疗。患者入选取决于本
土化的宗教信仰、实践以及书面（非口述）的临床
试验方案。试验设计必须确保各因素之间的平衡。
我们知道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会扩大研究入选范围，
并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遍性。本次研究最关心的结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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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综述

当代微创主动脉瓣置换术: 技术和实践

目的：自19 9 3 年首例经 右胸 切口主动脉瓣置 换 术 报 道 以 来，胸 骨上段 和 右胸 前外 侧 切口（r i g h t a n t e r i o r
thoracotomy，RAT）已经成为主动脉瓣置换术的主要微创途径。许多临床研究已经表明，虽然和传统的开胸手术
相比，微创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手术时间较长，但是手术死亡率没有差别，却减少了出血量，减少了重症监护室滞留
时间及住院天数。然而，由于病例选择的不同、外科医师的偏好以及缺乏标准化的微创手术方法等使得对比研究
面临着许多挑战。

方法：来自全美19家机构的20位心胸外科医师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他们共拥有近5000例微创主动脉瓣置换术经
验。该工作小组为患者的病情评估、手术技术、术后护理等制定标准并达成共识。另外，还为外科医师介绍了一个阶
梯式学习方案。

结果：微创主动脉瓣置换术具有美观、减轻疼痛、减少麻醉药品使用量和更快地恢复速度等优点，已被患者和外科
医师广为接受。随着手术操作本身的标准化，微创手术的优点会进一步得到证实，这也为未来临床研究的设计和实
施提供条件。

结论：外科医师如果对学习和完成微创主动脉瓣置换术感兴趣，那么首先必须熟练掌握传统主动脉瓣置换术，并且
在医疗中心完成足够的例数。团队合作需要努力协调外科医师、麻醉师、灌注师和护士以达到最佳的临床效果。通过
在传统全胸骨切开术中使用专门的插管技术、套带、长柄器械以逐渐获得基本的微创手术技巧，从而为患者提供最安
全的手术保障。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4;14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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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栓塞的风险。当考虑动脉逆行灌注时，术前应行

缩写及缩略词
CPB
CT
MIAVR
RAT
TEE
UHS

=
=
=
=
=
=

体外循环
计算机断层扫描
微创主动脉瓣置换术
右胸前外侧切口
食管超声心动图
胸骨上段切口

胸部、腹部、盆腔CT血管造影检查。并评估动脉粥
样硬化严重程度、位置和性质[17]。光滑的、钙化的斑
块比软的或者不规则的斑块危险性低。髂股血管的大
小和弯曲度是选择合适的动脉插管的重要因素[18]。
对于有心脏外科手术史或者胸壁放射治疗史的
患者，胸部CT可以显示其胸骨后平面和右心室间
距离 [19]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的血管越过胸骨中线是

1993年，首例经右胸切口的微创主动脉瓣置

非常危险的。对于RAT，肺炎史、气胸、反复肺部

换术（minimally invasive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感染或者右肺叶切除病史都可能导致严重的胸膜粘

[1]

M I AV R ） 完 成 。 1 9 9 6 年 时 ， 已 经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连。胸廓畸形严重的患者，例如漏斗胸、脊柱后侧

手术切口入径，包括胸骨下段加胸骨横切口和

凸 等 ， 选 择 M I AV R 时 要 慎 重 。 根 据 畸 形 的 严 重 程

胸 骨 旁 切 口 等 [2]。 如 今 ， 右 胸 前 外 侧 切 口 （ r i g h t

度，看是否取消MIAVR。

anterior thoracotomy，RAT）和胸骨上段切口（upper

对于同时患有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而言，其术前

hemisternotomy，UHS）是最主要的MIAVR手术入径。

评估和胸骨切开相似。冠状动脉疾病不是MIAVR的

尽管MIAVR的手术、体外循环转流和主动脉阻

手术禁忌证。根据冠状动脉疾病的临床表现，孤立性

断时间均较长，但许多临床研究表明MIAVR能够减

病灶可以在MIAVR术前或术后通过经皮冠状动脉介

少出血，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并减少重症监护滞留时

入治疗。重要的是，医源性髂动脉夹层可能在心导管

[2-9]

。虽然仍缺少最终的临床证据，但

介入手术时发生。血管弯曲的部分通常局限在髂血管

是MIAVR具有疼痛轻、恢复快、美观等优点，已普

从盆腔发出的那段。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点，动脉逆行

间和住院天数

遍被临床医师和患者接受

[10-16]

。

灌注将可能导致急性动脉夹层撕裂至主动脉。出于这

由于病例选择的不同偏好、外科医师的偏倚，最

个原因，如果可以的话，应在心导管术后行CT血管

重要的是缺乏微创外科手术标准流程，使传统开胸手

造影检查（2012年11月，与Glenn R. Barnhart医学博

术和MIAVR的随机对照试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

士的个人交流）（图1）。

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来自全美19家机构的20位心胸

UHS下升主动脉直接插管时，为了制定主动脉插

外科医师成立一个MIAVR工作小组，基于其近5000

管和阻断方案，可以先用胸部CT扫描评估主动脉粥

例MIAVR的手术经验，记录了手术步骤、关键的术

样硬化严重程度和分布。对于主动脉瓣二叶畸形，胸

前评估、治疗方案和术后注意事项。这篇文章的目的

部CT可以决定主动脉根部和升主动脉是否需要同时

是提供一个安全、标准化的微创手术方法，以及一个

置换。而且，“J”形切口时，胸部CT扫描可以确认

渐进式的学习方案。

切口“J”形应该延伸至哪一个肋间隙。
对 于 R AT ， 术 前 行 胸 部 C T 有 利 于 制 定 手 术 计

术前评估和治疗方案制定

划。首先，通过CT显示主动脉瓣位置，可筛选出最
适合做RAT的患者。在CT矢状面断层图上，通过从

当评估MIAVR患者病情时，需特别注意以下几

胸骨右侧缘到升主动脉做一条垂直线，当升主动脉一

种既往疾病：周围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慢性阻塞

半以上位于该线与升主动脉交叉点的右侧时，适合做

性肺病、胸壁畸形或放射治疗史、心脏外科手术史。

RAT[20] （图2A）。另外，计算出最接近右心耳顶部

对有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的患者，应行颈动

的肋间隙，即为首选的进胸肋间隙（图2B）。

脉、椎动脉扫描。严重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可能改变胸
壁和主动脉瓣之间的解剖关系。而胸部X线和计算机

术中处理

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检查能够显示
胸壁和主动脉瓣解剖结构以及肺和胸膜腔之间的信息。
动脉逆行灌注时，周围血管疾病会增加卒中或者

MIAVR要求外科医师、麻醉师、灌注师和护士
努力协调以达到最好的临床效果。常规使用术中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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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经切口置放的导管数量。
UHS和RAT均采用标准的单腔气管插管。当RAT
时，为使术野暴露最佳，可以采用机械方法向后牵拉
右肺而不用依靠单肺通气。从外周静脉置管到下腔静
脉的插管比经右房静脉的插管更小。体外循环中为了
改善心脏排空，一般采用负压吸引辅助或者动力辅助
静脉引流。
患者仰卧位，从颈部到大腿中部进行术前准备。
和再次手术一样放置体外除颤垫。

UHS入径
UHS对缺乏MIAVR经验的外科医师来说是最好
的手术入径。UHS不需要任何特殊器械，可在中心
或者外周血管体外循环下完成，并且可适用于初次
和再次手术 [22]。
图1 CT重建证实心导管术后医源性髂动脉夹层。

管超声心动图（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TEE）检查 [21]。根据手术风险和在特定的手术中使用

术前胸部CT能够识别主动脉瓣对应的胸廓表
面解剖结构，引导准确的切口定位（图3A）。从
剑突部到胸骨角做一个长约5~8 cm的垂直切口（图
3B）。不必扩大皮肤切口，只要切开皮肤和皮下组

肺动脉漂浮导管。如果打算采用外周血管体外循环

织就能暴露出切口上部的胸骨切迹和切口下部的肋间

（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股动脉插管时，

隙。用电刀在胸骨中央和肋间隙右侧烙上痕迹。根据

肢体灌注可用脉搏血氧饱和度仪在足部进行监测；而

术前胸部CT，“J”形切口延伸至右侧第四肋间隙，

腋动脉插管时，肢体灌注可在桡动脉置管进行监测。

或者偶尔延伸至第三肋间隙（图3C）。对于未行术

麻醉师通常可以通过右颈内静脉置入逆行心脏停搏液

前胸部CT检查的患者和MIAVR的初学者，第四肋间

灌注管（11 Fr）和肺动脉导管（9 Fr），这样就可以

隙通常是暴露术野的最佳选择。

图2 术前胸部CT。A，横断面，B，矢状面。图片源于参考文献20，并获得到Elsevier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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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胸骨上段皮肤切口，
（C）
“J”形切口转入右侧第四（黑色）或者
图3 术前胸部CT可识别（A）主动脉瓣相对于胸廓的位置，
第三（蓝色）肋间隙，
（D）暴露的术野。

胸骨锯锯开胸骨，游离出右侧乳内动脉备用。

者主动脉外超声，找到主动脉上没有动脉粥样硬化病

嵌入窄叶刚性胸骨撑开器（附录1.1）。垂直打开心

变的位置进行升主动脉插管，并尽量在远端，以提供

包，在主动脉、右心房、下腔静脉水平两边缝合心

一个没有阻碍的操作空间。

包牵引线。然后移开撑开器，将心包牵引线打结，

优先选择较小的主动脉插管管道（附录1.2）。以

在皮缘外侧1~2 cm处固定。这有助于暴露主动脉、

标准方式通过右心房完成静脉插管（附录1.3）。为

心脏的前面及其头端。偶尔会因静脉回流受阻而导致

了进一步避免切口管道拥挤，可以考虑经皮股静脉穿

低血压，可以通过重新调整撑开器，也可以通过静脉

刺插管。通常先用18号针在右侧股总静脉穿刺后，在

输液，或者两者联合的方式来处理。单独穿刺一个切

TEE引导下，将一根标准的、柔软的、“J”型导丝插

口，插入导管向手术区域吹二氧化碳，此切口后面可

入上腔静脉。扩张皮肤及皮下组织后，将多孔静脉插

放置胸腔引流管。UHS入径可以暴露出整个主动脉和

管（附录1.4）头部引导至上腔静脉2 cm处。手术结

右心耳（图3D）。

束后，静脉穿刺口可用2-0聚丙烯线进行深部褥式缝

体外循环中央血管管道插管可在UHS下完成（图
4）。全身肝素化后，结合术前胸部CT和术中TEE或

合。真空负压吸引或者动力辅助以促进静脉引流。
和传统主动脉瓣置换一样，停搏液可以顺行灌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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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管插管
主动脉钳

顺行灌注管

牵引器

图4 胸骨上段切开术下的体外循环主要管道。

也可以逆行灌注。顺行灌注停搏液，灌注管可在灌注

吸引排气。如有必要，可用体外电极板进行除颤。通

后移除，这样可以提供更好的主动脉根部视野（保留

过TEE对人工瓣膜工作情况和心功能进行评估。

原来缝线，主动脉切口缝合后可再次插管）。逆行灌
注停搏液，因为不能通过UHS切口触及到冠状静脉

充分止血，放置单根心包引流管（附录1.6），
缝合心包。

窦，所以需行TEE引导逆行灌注管的定位。左心引流

钢丝环形固定胸骨，有必要时并用钛板加固

可经主动脉瓣进行直接吸引或经皮肺动脉插管引流。

（附录1.7）。胸骨柄的稳定性是最大程度减少患者

体外循环开始转流后，目测心脏引流情况以确

不适的关键因素。向肋间神经束注射长效局部麻醉

保心脏排空。引流不良可能和插管位置不佳有关，

药物(如布比卡因等），阻滞肋间神经。此外，还

可以调整管道以纠正其位置。用一把标准的主动脉

可以使用能够持续输注表面局部麻醉药物的镇痛泵

钳阻断主动脉。另外可用低调主动脉夹最大化工作

（附录1.8）。

空间（附录1.5）。
在偏高的位置横向切开主动脉有利于主动脉缝合

引流管通常越过胸骨线处，固定在切口下方。常
规缝合伤口。

和术后检查的视野。主动脉切缘和各个瓣膜交界顶端

RAT入径

放置牵引线，并将主动脉瓣提到术野中心。标准方法
切除瓣膜，测瓣环大小，如有必要可以按标准扩大瓣
环。长柄器械使主动脉瓣缝线的布置更加方便。可以

RAT避免了胸骨切开，皮肤切口有限。然而，手

选择打结器打结，这样可以减少瓣膜植入时间。常规

术区域较小，主动脉瓣位置较深。通过最大程度减少

关闭主动脉切口。开放阻断前，在未充盈的右心室放

切口中的管道数量，结合有策略的心包牵引，可以更

置临时心外膜导线或者单根双极线。穿过皮肤切口或

好地暴露术野。

者其旁边肋间隙与外部设备相接。因为心脏表面不易

在切开皮肤前，要先完成外周血管插管。可以根

触及，所以排气时应密切关注，并应用TEE监测。在

据术前CT血管造影所显示的髂股血管的大小、钙化

主动脉完全关闭前，先让心脏部分充盈，肺缓慢通

程度和弯曲度来选择哪一侧适合插管。假如两边血管

气，以排出气体。开放阻断前，可在主动脉根部进行

都合适，则选择右侧，因为与左髂静脉不同，右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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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r的鞘到静脉里，再更换导丝）。然后，将一根
直头的导管（附录1.9）插到上腔静脉水平[注意：
有些导丝是0.038英寸（0.97 mm）的，不适合所有
导管导引]。用于交换的硬导丝长度至少要260 cm
（附录1.10）。
采 用 S e l d i ng e r 法 进 行 股 总 动 脉 插 管 （ 附 录
1.11），管道头端放置在髂外动脉内，这样可以避免
堵塞髂内动脉。为了使血液能够从管道周围顺行灌注
到肢体末端，不能在股动脉上使用止血带或者止血
钳。如果观察到肢体末端有缺血现象，可以将一根14
号的导管插入股动脉远端，然后将导管和动脉灌注管
连接。麻醉师在透视或者TEE引导（图6A）下，经
皮穿刺将心脏停搏液逆行灌注管（附录1.12）插入右
图5 股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技巧。

脉在通过骨盆入口时未被髂动脉压迫。让患者髋关节
稍微伸展，有利于管道顺利通过骨盆。在股总血管上
方做一个斜切口（4 cm），多数情况下，切口位置恰
好与腹股沟皱褶上方对应。对于肥胖患者，因为腹股
沟皱褶一般偏低，所以切口要略高于腹股沟韧带水平
（图5）。

侧颈内静脉（图6B）。同样地，在右侧颈内静脉放
置Swan-Ganz漂浮导管及肺动脉导管（附录1.13）。
一般在右胸骨旁第三肋间隙做一个4~6 cm长的
皮肤切口（图7A）。切口位置可以根据术前胸部CT
进行调整。在进入胸腔时，游离并结扎右侧胸廓内血
管。将第三或者第四肋骨从胸骨断开，以暴露右心
耳顶部。先插入软组织撑开器（附录1.14），随后插
入窄叶刚性撑开器（图7B）。在切除心包脂肪组织
时，要避免伤及右膈神经。在膈神经前，与之平行切

股总动脉和股静脉暴露后，放置4-0聚丙烯线荷

开心包3~4 cm，再向下延伸至膈和向上延伸至心包

包线。18号穿刺针穿刺后，在TEE引导下将一根柔

反折处。将心包悬吊在远离切口的胸壁上。和UHS一

软的、“J”型的导丝从股总静脉插到上腔静脉。避

样，在手术区域吹二氧化碳。

免将导丝插到右心耳、未闭卵圆孔、三尖瓣或冠状

顺行停搏液灌注针直接插入升主动脉。通过一

静脉窦。通过导丝，将多边孔股静脉插管管道头部

个单独的穿刺口置入一个低调主动脉夹。常规方式

引导至上腔静脉内2 cm处。如果管道前进有任何阻

灌注停搏液。

力，可改为硬导丝导引（可先通过原导丝套进一根

主动脉切开、主动脉瓣置换和主动脉切口缝合技

停搏液逆
行灌注管

改良双腔切面

图6 经皮穿刺置停搏液逆行灌注管术（A）TEE引导（B）透视引导。LA，左心房；TV，三尖瓣；SVC，上腔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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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右前侧外侧切口在（A）右侧第三肋间隙和（B）暴露的术野。

术细节均与UHS一样。常规方法切除主动脉瓣，但要

局部麻醉药持续输注的镇痛泵对患者有利。RAT术

先用缝线牵引右冠瓣，方便暴露。在开放阻断前，先

后，切口疼痛早高峰出现在术后第一个12~24小时；

置入临时心外膜起搏导线。一旦停机，应马上拔出股

但是，限制肋骨撑开，可以快速平息疼痛峰值。合理

动脉插管以保证足够的肢体末梢灌注。通过另外一个

地静脉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能使残余的切口疼痛缓

肋间在右胸插入一根小号胸腔引流管。不缝合心包。

解。通常情况下，胃肠外麻醉药仅用于术后第一个

用2号不可吸收编织线将离断肋骨用8字缝合法复

48~72小时，很少需要患者自控镇痛泵。

位到胸骨上。为了避免肺疝，用2根单独的2号不可

若术后发生大出血或心包填塞，应该通过UHS或

吸收编织线将撑开的肋骨复位。将长效局部麻醉药注

者RAT切口开胸探查。在行MIAVR早期，要准备随

射到肋间神经束，再用含有表面麻醉药的镇痛泵持续

时可用的胸骨锯、钢丝钳，以备紧急开胸探查。

麻醉。常规关闭胸部切口。为了压迫淋巴管和减少死
腔，腹股沟切口应逐层关闭。肥胖患者要放置腹股沟
引流管，可以降低血肿、血凝块和感染的风险。
重要的是，假如UHS或RAT入径都不能充分地暴
露术野，那么应考虑中转为全胸骨切开入径。这样
可以保证外科医师通过熟悉的方法顺利完成瓣膜置换
术。在改变径路术后，应小心关闭RAT或者UHS切口
以确保胸骨的稳定性。

术后管理

一般来说，8小时内引流量小于150 ml时即可拔
除胸腔引流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术后第1天就可以
拔除胸管。在拔除胸管前，鼓励患者活动有助于肋膈
角凹陷处胸水完全引流出来。如果临时起搏导线和胸
管都能在同一天拔除，那么临时起搏导线要在胸管拔
除之前拔除。情况稳定的患者要积极利尿。少数胸腔
有残余积液的患者应在胸腔低位通过胸腔穿刺或者置
管引流。
许多MIAVR术后管理注意事项与传统主动脉瓣
置换术一样。例如监测血糖，治疗高血糖等。常规留

要彻底改变MIAVR术后管理概念。简单地把传

置导尿管和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心房颤动应按程序治

统瓣膜置换术后的管理方法应用在MIAVR上，无法

疗。要拔去所有有创的管线，这样患者可以在辅助下

充分体现MIAVR的优势。胸壁保存越完整，患者返

行走。通常术后第1天就可以把患者从重症监护室转移

回工作岗位的时间越早。一般情况下，RAT入径术后

到带监护的普通病房。出院前需拆除所有皮肤缝合线。

只需2~4周就能回到工作岗位，而UHS入径术后则需
要3~4周。

通常，术后3~5天就可以出院。重要的是这也符
合患者的术前预期。在出院72小时内，联系患者并且

手术室里的处理方式会影响术后护理。为尽早拔

评估其整体恢复情况。所有患者出院后2周，由他们

管，麻醉师应该认识到适量应用麻醉药、镇静药和肌

的心脏病科医师随诊；2~4周，外科医师随诊。RAT

松药剂量的重要性。右美托咪定是一种不会引起呼吸

入径术后，将手术记录发送给相关的心脏病医师和家

抑制的镇静药物，和脊髓麻醉一样都是有用的辅助手

庭医师尤为重要，因为不是正中切口，手术痕迹很

段。要让患者在手术室完全复温或者接近完全复温。

少。不像标准胸骨切口，需要很严格的伤口防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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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患者一旦停止口服麻醉药就可以继续开始驾车。
而且，放松对上肢活动范围的物理限制，可以根据个
人的疼痛耐受力上提重物。如果肋骨被撑开，那么应
建议重量限制3周。如果没有，那么出院后没有提重
限制。

讨论
自1993年首次被描述以来，尽管MIAVR手术时
间较长，但出血量较少、机械通气时间更短和重症
监护室滞留时间和住院天数缩短。据报道还具有美
观、疼痛轻、麻醉药用量少、恢复速度快等优点。
MIAVR已得到患者和外科医师的普遍认可。
通过对MIAVR过程自身的标准化，这些优势更
易显现。这极大地促进未来临床研究的设计和实施。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安全的、标准化的经UHS和RAT
主动脉瓣置换术方法提供依据。
对于传统主动脉瓣置换术，其临床效果和规范
的手术量有直接相关性 [23] 。相应地，外科医师如有
兴趣将MIAVR整合到自己的医疗程序中，必须先在
医疗中心熟练完成足够量的传统主动脉瓣置换术；
建议每年大概完成30例或者更多的主动瓣膜相关手
术病例。
先在传统全胸骨切开术中使用专门的插管技
术 、 套 带 、 长 柄 器 械 ， 这 是 发 展 M I AV R 技 术 的 基
础，只有这样才能给患者提供最安全的手术环境。
实际上，可以用纱布覆盖切口来模拟UHS入径的手
术视野。在这个阶段，麻醉师和外科医师可以改善
他们的技术和沟通技巧。只有整个团队都通过充分
的努力达到足够高的技术水平，才能考虑UHS入
径。因为UHS入径要满足必要时可安全中转为全胸
骨切开术，从逻辑上来说，UHS入径是全胸骨切开
主动脉瓣置换术的下一步。一旦掌握了UHS入径，
就可以考虑RAT入径。因为RAT最常在外周血管CPB
下完成，而这种插管技术可以先从传统的或UHS入
径的主动脉瓣置换术的训练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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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推荐产品

●

Titanium Sternal Fixation System (DePuy Synthes, West

1. 小型胸骨撑开器

●

Sternal Talon (KLS Martin, Jacksonville, Fla)

Chester, Pa)
●

●

ValveGate (Geister Medizintechnik GmbH, Tuttlingen,
German)

●

On-Q PainBuster (I-Flow, Lake Forest, Calif)

Window Access SI (Estech, San Ramon, Calif)

●

AutoFuser (Moog, Salt Lake City, Utah)

2. 主动脉插管
●

●

●

Mariner (AngioDynamics, Latham, NY)

Lifesciences, Irvine, Calif)

●

Glidecath (Terumo Cardiovascular Systems, Ann Arbor,

Sarns Soft-Flow (21, 24 Fr) (Terumo Cardiovascular

3. 三相静脉插管
MC2X (Medtronic, Minneapolis, Minn)

●

Three-stage (Terumo Cardiovascular Systems, Ann Arbor,
Mich)

10. 硬导线
●

Bloomington, Ind)
●

Amplatz Super Stiff (Boston Scientific Corp, Natick,
Mass)

●

QuickDraw (22, 25 Fr) (Edwards Lifesciences, Irvine,
Calif)
Bio-Medicus Multi-Stage (19, 21, 25 Fr) (Medtronic,

5. 低调主动脉夹
●

V. Mueller Cosgrove Flex (CareFusion, San Diego, Calif)

●

Cygnet (Vitalitec, Plymouth, Mass)

●

ValveGate (Geister Medizintechnik GmbH, Tuttlingen,

●

Blake (Ethicon, Somerville, NJ)

●

PleuraFlow (Clear Catheter Systems, Bend, Ore), Active
Tube Clearance

7. 钛板

Bio-Medicus (17, 19, 21 Fr) (Medtronic, Minneapolis,
Minn)

12. 外周逆行灌注管
●

ProPlege peripheral retrograde cardioplegia device
(Edwards Lifesciences, Irvine, Calif)

13. 外周肺动脉导管
●

German)
6. 胸腔引流

Fem-Flex II (14, 16, 18, 20 Fr) (Edwards Lifesciences,
Irvine, Calif)

●

Minneapolis, Minn)

●

Amplatz Extra-Stiff and Ultra-Stiff (Cook Medical,

11.股动脉导管

4. 多边孔股静脉插管

●

Mich)

Thin-Flex (Edwards Lifesciences, Irvine, Calif)

●

●

9. 直头造影管

OptiSite arterial cannula (18, 20, 22 Fr) (Edwards

Systems, Ann Arbor, Mich)
●

8. 镇痛泵

EndoVent pulmonary catheter (Edwards Lifesciences,
Irvine, Calif)

14. 软组织牵引器
●

Soft tissue retractor (small, medium, large) (Edwards
Lifesciences, Irvine, Calif)

●

Alexis O (x-small, small, medium) (Applied Medical,
Rancho Santa Margarita, Calif)

SternaLock Blu (Biomet, Jacksonville, Fla)

（肖荣冬 陈远翔 译 翁国星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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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

改良B-T分流术与动脉导管支架植入术在肺少血型心脏病
姑息治疗中的疗效比较

目的：对于具有动脉导管依赖性肺循环的婴幼儿，改良B-T分流术是最常用的姑息手术。近年来，部分心脏中心使用
动脉导管支架植入术来代替传统的外科分流术。本文主要评估了用动脉导管支架植入术替换改良B-T分流术，在改
善动脉导管依赖性肺循环先天性心脏病中的耐用性和安全性。

方法：对接受改良B-T分流术和动脉导管支架植入术的患儿进行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并加以比较。主要终点为生
存率、手术并发症和免于再次手术。

结果：共纳入了42例行分流术、13例行支架术的患儿的年龄和体重相似。两组患儿的二期姑息手术生存率、根治手
术生存率或者12个月的生存率也均相似（88% vs. 85%；P =0.742）。为维持充足的肺动脉血流而再次手术或导管治疗
的患儿在分流术组和支架术组分别为26%和25%（P =1.000）。分流组有3例（7%）患儿因对侧肺动脉狭窄而需再次干
预，3例（7%）因非肺动脉血流相关并发症而需再次手术。在二期姑息手术或根治手术期间（或以后），两组需要再次
行同侧或导管旁肺动脉干预的概率相当需求。

结论：在改良B-T分流术或导管支架植入术一期姑息手术时，改良B-T分流术或导管支架植入术两组婴幼儿在获得
足够肺血流时免于再次手术的概率相当。但行分流术的患儿发生手术相关并发症及远端肺动脉狭窄的比例较高。
所以在有选择的婴幼儿中，姑息性动脉导管支架植入术似乎是一种安全、有效、可代替改良B-T分流术的治疗选择。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4;147:397-403）

对于存在动脉导管依赖性肺循环的婴幼儿，改良

包括减少手术相关风险、避免使用体外循环、改善肺

B-T体肺分流（modified Blalock-Taussig systemic-to-

动脉血流分布。研究回顾了最初在有选择的患儿中用

pulmonary shunt，mBTS）术是最常用的姑息手术。

DS替代mBTS的经验，以确定这种新型手术方法的安

虽然mBTS术可以为肺循环提供稳定的血流，但是患

全性和有效性。

儿在手术早期和晚期仍存在分流管堵塞的风险

[1,2]

。

很多患儿在分流术后需要再次行外科或者介入手术来

方法

维持或者重建分流管道的通畅性。近年来，有些心脏
中心采用经皮经导管支架植入作为替代方法来保持动

经西雅图儿童医院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研究

脉导管的通畅，为肺循环提供稳定的血流 [3,4] 。动脉

回顾性地评估了从2002年12月至2011年4月在该院进

导管支架植入（ductal stenting，DS）术的潜在优势

行心脏外科手术或心脏导管介入手术的患儿，在此
期间共进行了3133例心脏外科手术和4100例心脏导
管介入手术。主要回顾了42例行mBTS术的患儿（中
位年龄12天；范围，2~218天）及13例行DS术的患
儿（中位年龄13天；范围4~43天）的病历及手术过
程。进行DS术的目的是维持动脉导管通畅并提供肺
血流的来源。DS术是针对单心室心脏病的混合姑息
性手术（导管支架植入术加球囊房间隔造口术加双
肺动脉环缩术）的一部分，将已经进行了mBTS术
合并其他心脏外科手术（包括肺动脉扩张）的患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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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顺行置入支架。当解剖特征妨碍顺行置入时，

缩写及缩略词
DS
mBTS
STS

= 导管支架植入术
= 改良B-T分流术
= 胸外科医师协会

则采用逆行的方式来置入导管。一旦成功建立血管
通路，即在动脉导管内置入3.5 mm（n=1）、4 mm
（n=14）或3.5 mm加4 mm的MULTI-LINK VISION
（Abbott Laboratories，Abbott Park，Ill）预装冠状

排除出本分析。将合并进行其他心脏外科手术的患

动脉支架。患儿置入了1枚（n=4）、2枚（n=7）或3

儿排除出分析是因为单纯进行DS术不现实。对于每

枚支架（n=2），以使动脉导管足够通畅。置入的支

例患儿来说，进行mBTS术还是DS术是一种个体化

架需要延伸到肺动脉汇合处1~2 mm，超过主动脉导

的选择，要根据估计的手术风险、肺动脉和（或）

管的壶腹部。置入动脉导管的支架要超出主动脉约

动脉导管的解剖结构是否适当，以及患儿的合并症

20%~30%，以防止动脉导管回缩，因后者可导致狭

情况来决定。行DS术的排除标准包括：分支肺动脉

窄。在姑息手术或者根治手术时，共对4例患儿置入

闭锁，任一分支肺动脉起源于动脉导管，分支肺动

了支架的导管进行了结扎，其中1例仅结扎了动脉导

脉狭窄，体重≤2 kg（不足以建立血管通路），以

管，3例结扎并取出动脉导管。采用编织的尼龙缝线

及同时需要进行体外循环或开放性外科手术。动脉

结扎动脉导管，并用剪刀轻松地将置入支架的导管剪

导管纡曲不是禁忌证。二期手术、根治手术后，或

开。分离并阻断主动脉并无必要。在取出动脉导管

mBTS、DS术后12个月，停止收集数据。

时，要切除肺动脉置入支架的部分，然后用自体心包
做成的补片封闭肺动脉上的小切口。

改良B-T分流术
按照Leval及其同事[5]描述的方法进行mBTS术。
在行mBTS过程中，有8例（19%）患儿因术中血流
动力学不稳定或血氧饱和度不足而使用了体外循环。
对于没有使用体外循环的患儿，在阻断血流和置入
分流导管之前给予肝素（100 U/kg）抗凝。分流导管
的置入位置及其在体内的走行主要取决于其解剖学
特点，包括主动脉弓的边缘和动脉导管的位置。所
有mBTS术均是经胸骨正中切口进入。37例（88%）
mBTS术是连接无名动脉或者右侧锁骨下动脉，其余
5例（12%）的mBTS术是连接左锁骨下动脉。所采用
的聚四氟乙烯血管扩张后的直径为3.5 mm（n=13，
31%）或4 mm（n=29，69%），具体取决于患儿的体
型和相邻分支肺动脉的直径。当置入聚四氟乙烯血管
后，在短暂阻断动脉导管后观察到患儿体循环的氧饱
和度合适时，则结扎原来的动脉导管。42例患儿中的
26例（62%）成功地置入了聚四氟乙烯血管，其中有
20例（77%）结扎了原有的动脉导管。所有患儿均在

在mBTS组和DS组，姑息手术的主要适应证如
下：右室双出口7例（17%）和0例（P =0.179），法
洛四联症7例（17%）和1例（8%）（P =0.664），肺
动脉闭锁12例（29%）和8例（62%）（P =0.048），
Ebstein畸形3例（7%）和0例（P =1.000），三尖瓣闭
锁4例（10%）和0例（P =0.562），复杂的大动脉转
位8例（19%）和 2例（15%；P =1.000），不均衡的
房室间隔缺损1例（2%）和2例（15%）（P =0.136；
表1）。
所有数据均以中位数及范围或者数量及百分比
表示。采用Fisher精确检验对分类变量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t 检验对两组的连续性变量进行比较，采用
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生存率估计的乘积
限法。采用log-rank检验对生存曲线进行比较。所有
分析均采用SPSS 19版统计软件（IBM，Armonk，
NY）进行，P ＜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所有P 值均
是双侧检验。

术后常规关胸。

结果

导管支架植入术
在全身麻醉后，经患儿股动静脉进行标准的左右

两组均无手术相关性死亡，mBTS组的30天生存

心导管术，优先通过股静脉路径顺行置入支架。在肺

率为98%，DS组为92%（P =0.371）。1例行mBTS

动脉闭锁及室间隔完整的患儿中，需确认是否存在右

的患儿在术后第1天死于与呼吸道吸痰有关的、不可

心室依赖型冠状动脉循环。在没有右心室依赖型冠

逆的心动过缓，1例DS患儿在术后第5天因多器官衰

状动脉循环的患儿中，可采用经皮肺动脉瓣开孔术

竭死亡。总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89天（范围，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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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进行导管支架植入术与改良B-T分流术的患儿比较
mBTS组
（n=42）

DS组
（n=13）

P值

12（2~218）
3.3（2.3~8.6）

13（4~43）
3.3（2.0~4.5）

0.147
0.339

7（17）
7（17）
12（29）
3（7）
4（10）
8（19）
1（2）

0（0）
1（8）
8（62）
0（0）
0（0）
2（15）
2（15）

0.179
0.664
0.048
1.000
0.562
1.000
0.136

变量
年龄（天）
体重（kg）
诊断性适应证
右室双出口
法洛四联症
肺动脉闭锁
Ebstein畸形
三尖瓣闭锁
复杂的大动脉转位
不均衡的房室管

数据表示为中位数（范围）或n（%）。mBTS ，改良B-T分流术；DS ，导管支架
植入术。

围，4~146天）（P =0.287）。mBTS组有3例（7%）
患儿需要多次干预，以维持充足的肺血流量，而DS
组患儿均不需要进行超过1次的再次干预。mBTS组
的再次干预包括1例早期用跨瓣补片对法洛四联症进
行手术修复，1例早期行双向Gleen分流术，3例行球
囊扩张术，6例行分流血管支架术，1例行mBTS翻修
术，1例行动脉导管结扎术，1例行主肺动脉支架术。
mBTS组再次干预的指征包括分流血管发生血栓性闭
塞（n=4），分别发生在术后0、0、12和26天；分流导
管远端狭窄（n=3），分别发生在术后14、63和115天；
分流导管近端狭窄（n=1），发生在术后第121天；
导管变形（n=1），发生在术后第1天；动脉导管结
扎（n=1），发生在术后47天；1例患儿在置入分流

天；mBTS组196天，DS组121天；P =0.347）。二

导管当天发生中央（导管旁）肺动脉狭窄，导管旁的

期姑息手术、根治手术或者12个月的总生存率为

右肺动脉狭窄似乎和另一支解剖结构正常的肺动脉发

87%（mBTS组为88%，DS组为85%；P =0.742），

生局部变形有关。DS组有2例患儿需要在导管内再次

在随后的1年随访中，mBTS组有27例（64%），DS

置入支架，1例患儿因导管内支架在术后第69天完全

组有6例（38%）进行了二期姑息手术或者根治手

闭塞而需要行mBTS，推测支架闭塞可能是由内膜组

术（P =0.334）。至二期姑息手术或者根治手术的

织增生造成的。随后该患儿在375天后进行了根治手

总中位时间是189天（范围，13~365天；mBTS组

术（Nikaidoh主动脉易位），再不需进行mBTS干预

198天，DS组130天；P =0.197；表2）。两组术后最

了。在进行二期姑息手术或根治手术时，mBTS组有

初的体循环血氧饱和度相似（mBTS组为83%，范

4例患儿（15%）需要用补片扩大同侧的肺动脉，2例

围，72%~97%；DS组为87%，范围，68%~95%；

患儿（7%）需要在术后30天内对同侧的分支肺动脉

P =0.077）。

行球囊成形术。DS组有1例患儿在行Glenn手术时需

在手术间期为维持充足的肺血流量而需再次干

要用补片扩大导管旁的近端右肺动脉（P =0.488）。

预的患儿在mBTS组为11例（26%），在DS组为3例

两组间精算的未在手术间期再次干预的情况相似

（25%）
（P =1.000）。mBTS组至再次干预的中位间隔

（log-rank检验，P =0.914，图1）。
3例mBTS组患儿（7%）需要行手术治疗，以解

时间为14天（范围，1~121天），而DS组为69天（范

变量
30天生存率
总生存率
随访时间（天）
手术并发症
手术间期同侧/导管旁再次
干预
至同侧/导管旁再次干预的
间隔时间（天）
对侧和（或）远端介入
分期姑息手术或根治术时
行同侧或导管旁介入

mBTS组
（n=42）

DS组
（n=13）

P值

98
88
196（1~365）
3（7）
11（26）

92
85
121（5~365）
0
3（25）

0.371
0.742
0.347
1.000
1.000

14（1~121）

69（4~146）

0.287

免于再次手术

表2 两组终点变量的比较

P

3（7）
6（22）

0
0

1.000
0.488

数据以百分数、中位数（范围）或n（%）表示；mBTS ，改良B-T分流术；DS ，导
管支架植入术。

时间（天）

图1 比较接受改良B-T分流术（mBTS；黑线）与动脉导管支
架植入术（DS；浅色线；P =0.914）的患儿在维持充足的肺动
脉血流情况免于再次手术的Kaplan-Meier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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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临床意义的对侧（导管旁）肺动脉狭窄。2例患

进行补救治疗 [2]。有证据显示，与mBTS术相比，DS

儿在mBTS术后第3天和第7天需要行对侧分支肺动

术可提供更加均匀分布的肺动脉血流，并促进肺动脉

脉支架植入术，后来这2例患儿需多次进行经皮再干

更均衡地发育 [9]。在本研究的mBTS患儿中，有3例需

预，以保持对侧肺动脉有充足的血流。第3例患儿在

要再次行外科手术或经导管介入治疗来解决有重要临

二期姑息手术时需要用补片扩大左肺动脉。DS组无

床意义的对侧分支肺动脉狭窄。虽然这些狭窄似乎主

患儿因远端、导管旁的肺动脉狭窄而再次手术。1例

要与肺动脉汇合处导管组织回缩有关，但2例患儿需

mBTS组患儿（2%）为解决围术期出血需要手术探

要额外进行经导管介入治疗来解决远离分流导管插入

查。mBTS组2例（5%）患儿为解决局部感染或深部

处的远端肺动脉狭窄。而在本研究的任何1例DS患儿

纵隔炎而需探查手术伤口。1例DS组患儿因支架完全

中均未观察到远离分流导管插入处的肺动脉狭窄，这

闭塞而需行mBTS术，结果在mBTS术后发生了围术

支持如下观点：对mBTS或者DS的选择可影响mBTS

期局部伤口感染，另外1例患儿出现了短暂股动脉闭

或DS插入处以外的肺动脉的发育。

塞，即时给予全身肝素治疗后缓解，患儿出院时血管
通畅，随后接受了6周的阿司匹林治疗。

本研究的总体再次干预率与Yuan及其同事[10]在一
篇综述中报告的21%的总体早期再次干预率相近，但

由于我院术前不常规进行血管造影术，故mBTS

高于STS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数据库报告的mBTS患儿

术前未测量分支肺动脉。随后在Glenn手术或根治手

的同期入院再次干预率（8%）[7]。但是STS报告的数

术时进行了血管造影，测量结果提示个体患儿的分

据仅限于再次手术干预，在mBTS组只有1例患儿在

支肺动脉发育并未受到同侧mBTS置入的影响（右肺

同期入院时再次进行了外科手术干预（早期再次手术

动脉为7.3 mm，左肺动脉为7.7 mm，P =0.551）。

率为2%），而另外2例患儿进行了早期二次姑息手术

同样的，DS对分支肺动脉发育的影响似乎与mBTS

（总的再次手术率为7%）。是采用外科手术还是经

一致（右肺动脉为8.7 mm，左肺动脉为8.0 mm，

皮导管术来解决分流血管及肺血流的问题无疑主要取

P =0.637）。

决于每个机构自己的理念。STS数据的一下重要局限
性是没有收集非手术再次干预的数据，这限制了对两
种方法进行全面的比较。对行mBTS的患儿再次干预

讨论

的中位间隔时间（14天）与O’Connor及其同事报告
早期一期手术修复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治疗先天

的结果（12天）相差无几[11]。虽然我们观察到mBTS

性心脏病（包括动脉导管依赖性肺循环）新生儿和肺

组的患儿倾向于早期进行再次干预，以维持适当的肺

少血型婴幼儿。但是mBTS术仍然是复杂心内畸形患

血流，但是两组的再次干预率基本相同。有证据显

儿及右室发育不良、需进行单心室（Fontan）手术的

示，需要通过再次手术或者经导管再次介入来维持

患儿最常用的姑息手术方式。从2003年起，美国胸外

mBTS通畅的病例往往长期生存率明显较低 [11]，但再

科医师协会（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先

次干预与DS之间是否存在类似的相关性还不清楚。

天性心脏病手术数据库收集了超过1700例行mBTS术

虽然本研究的检验效能不足，不能证实两组手术

的患儿临床资料 [6] ，早期生存率接近93% [7] ，除了围

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有显著差异，但是所有的手术相

术期死亡的风险升高外（约33%的早期死亡发生在术

关并发症均发生在mBTS组。虽然其他的所有终点指

后24小时内），还有11%~13%的患儿在围术期发生

标均相似，但观察到mBTS组有手术相关并发症增多

[1,7]

。几乎所有患儿的分流血管均逐渐发生狭

的趋势，在选择对动脉导管依赖性先天性心脏病进行

窄，而危及到生命的分流血管堵塞只发生在一部分患

一期姑息手术时，这可成为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我

了并发症
[1]

儿中 。经导管介入治疗（包括球囊血管成形术、支

们选择哪些患儿来进行DS术主要取决于超声心动图

架植入术和直接溶栓治疗）用于恢复分流血管的通畅

检测到的肺动脉汇合处的足够大的分支肺动脉证据和

[8]

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总的成功率为90% 。

经导管检查发现存在分支肺动脉狭窄。动脉导管纡曲

自1992年引入临床以来 [3]，许多心脏研究中心都

并不是导管支架植入的禁忌证。患儿选择偏倚是本研

采用经皮动脉导管支架植入术来对动脉导管依赖性先

究的一个明显的局限，但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对考虑手

[9]

天性心脏病 进行一期姑息治疗，对后期mBTS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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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相关并发症发生风险增加的患儿进行DS术。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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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患儿进行DS术可以消除与使用体外循环相关

Dr Rubio：是的。

的风险并降低开放性手术相关感染的发生风险。

Dr Ungerleider：请大家给他点掌声，他一定是鼓起

对于存在动脉导管依赖性肺循环的先天性心脏病

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个外科会议的。

患儿，mBTS术仍是最常用的姑息手术。近些年，虽

Dr Rubio：是有点紧张，但是感觉还好。

然mBTS术的应用在逐渐减少，但却观察到越来越多

Dr Ungerleider：坚持一下，我有一些问题要向您

的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手术生存率在上升 [12]。本

请教：

研究的结果提示，对于手术并发症发生风险可能增加

这个问题很有趣。以您的观点来看，B-T分流术有无可

的患儿，DS术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可替代mBTS术的

能被许多人看作心脏手术的开端，随后前列腺素出现了，

治疗方法。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鉴别此类患儿的解

使得分流术不再是急诊手术。而现在的心内科医师是否也

剖及生理特征，以帮助选择适当的患儿。本研究的结

可能让这种分流术不再是外科手术？这就是我的第一个问

果可以为外科医师和心脏介入医师提供一个框架，从

题。我们不断推出新方法来解决老问题，并称之为创新。

中可以探索其他策略来治疗存在导管依赖性肺循环的

尽管您提到导管支架植入术已经不再是新鲜事物，但对那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些通常多进行主动脉－肺动脉分流治疗的患儿，使用导管
支架植入术进行姑息治疗还是有点新颖的。但是现在，如

参考文献

果没有创新思维，我们将只能因循守旧，无从进步；因
此，我对您们的 工作表示赞赏。但是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
来讲，却存在一个问题，即什么时候创新才能应用到人类
试验上？更具体一点，就是说，您的患儿是如何同意试验
的？如何做出外科手术或者介入治疗的选择？他们知道这
是一个非标准化的选择吗？是谁征得患儿同意的？整个团
队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事实上，您需要机构审查委员会批
准吗？
Dr Rubio：Ungerleider博士，谢谢您提出的这些问
题。关于治疗选择的讨论，用介入治疗代替外科治疗的决
定是在咨询了心胸外科医师、心内科医师和心脏介入医师
之后，在全体会议上做出的。也就是说这是团队共同决定
的，并且大家都遵从。外科手术的参考标准，这里我简称
之为参考标准，对于体－肺动脉交通，首选外科手术。其
次，如果患儿存在其他合并症，使其不太适合进行体外循
环（如果需要的话），则与患儿的父母讨论进行非传统治
疗，我不太愿意用“试验性”这个词，因为这不是一种试
验性使用，而是对冠状动脉支架（在这种病例中为 动脉导
管支架）的非常规使用。至于需要进行哪种类型的随访，
这是可以预期的。
Dr Ungerleider：我有些好奇，您在科室里进行非标
准化治疗需要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吗？
Dr Rubio：不需要。
Dr Ungerleider：您确实做得不错，我继续提下一个

讨论

问题，这个问题跟指征有关。您前面提到过Gibbs的先驱工
作，事实上作为这个组织的一员，Len Bailey在1999年就这

Dr Ross Ungerleider（Winston-Salem, NC ）：很好，
您是一位心内科医师，对吗？

种分流术发表过一篇社论，他把它称作“超”B-T分流术，
这就预告了您的工作。然而，那时的主流想法认为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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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支架真的不适用于您在动脉导管依赖性先天性心脏病

常发育了，当我们取出支架后，发现支架内有内膜增生，

（不是左心发育不全综合征）中看到有些纡曲、解剖结构

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并发症，但它可自行终止。我们希望

更为复杂的动脉导管。您详细列举了B-T分流或主动脉－肺

内膜增生将支架逐渐闭合，同时肺动脉的血流供应逐渐增

动脉分流的潜在并发症，但您没有真正列举导管支架植入

加，这样氧饱和度将无明显改变。结扎导管我必须交给外

术的并发症。现在您的患儿里只有13例发生了并发症，虽

科医师来做，但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如果我们必须在患儿6

然数量很少，但确实是存在的。这些并发症包括异位、再

个月时对无发育的右心室进行Glenn姑息手术或对无两处肺

狭窄、有时需置入多枚支架、衰变，腿部静脉的可能性缺

动脉血流的患儿进行这种手术 ，则我们确信可以在支架植

失和技术性要求。这些以前都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因此，

入的位置结扎导管，他们挤压一下支架就不会有更多的血

我的问题主要是围绕重要决策的制定方面，随着人们跨入

流了。

心内科医师、心脏介入医师和外科医师相互协作的时代，
看起来您确实倾向于给肺动脉闭锁的患儿置入支架，所以
我的问题是，哪些患儿最适合做这种导管支架植入术？是

Dr Chen：Ross，您仅仅是结扎并挤压支架吗？您是
怎么做的呢？
Dr Ungerleider：您可以挤压支架，有时候支架会受

那些室间隔缺损合并肺动脉闭锁的患儿还是单纯肺动脉闭

腐蚀，但通常发生率不高，且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不是很

锁的患儿？当我们开始考虑把这种导管支架植入术作为一

清楚。但不论什么时候，当我们尝试新鲜事物时，我们必

种治疗选择时，您是否能根据您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筛

须接受它所带来的后果，而不论我们做什么都会有后果。

选理想患儿接受此治疗？

对于通常不愿进行主动脉弓重建的患儿，您可能不得不做

Dr Rubio：关于 这种治疗方案的理想患儿，从我个

一些主动脉弓重建，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您只要挤压一

人的经验及科室的经历来看，实际上肺动脉闭锁、室间隔

下支架。当我们对肺动脉置入了支架的患儿做Fontan手术

完整的患儿是最理想的患儿，这些患儿通常右心室发育不

时，有时我们还会直接剪断支架，这非常容易。我们是否

良。但是，如果超声心动图提示患儿的三尖瓣瓣环与正常

应将支架植入这个部位，如果我们…但是我需要提出的

瓣环的差异小于3个标准差，或我们发现患儿存在双腔右心

是：如果我们转向根据价值选择治疗方式，那么别人不是

室，导管能够安全地送达肺动脉瓣，并确定从右心室到肺

根据相对价值单位，而是根据我们在使用医疗资源时能够

动脉为顺向血流，则这类患儿较适合顺行置入冠状动脉支

提供的最佳治疗来衡量我们，这是我们将要被问到的真正

架。考虑到肺动脉闭锁的患儿有很多并发症，他们的动脉

问题，因为不管我们是做导管支架还是分流手 术，我们都

导管多纡曲变形，确实需要一系列特定的技术来顺利地置

会获得相应的报酬（作为收入的钱），但是我们想确定我

入支架。目前将支架沿着降主动脉，置于肺动脉瓣内，他

们有价值，即获得更多报酬，但损失较小。将来有一天我

们现已清楚（如果您不小心）要排除1支分支肺动脉。血管

们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进行这种治疗的最佳时机是什么，

通路总是一个问题，逆行置入支架是最难的，且与大多数

哪些患儿不适合使用，但这些都是非常让人向往的想法。

的血管闭塞相关。顺行操作则没有那么复杂，这些都是理
想的患儿。

Dr Gordon Cohen（ Seattle，Wash ）：作为一名外
科医师，就像Ross所说的，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支架处理

Dr Ungerleider：听起来有些害怕，我仍喜欢用补片

掉，只需要用（结扎）钳子夹住血管，如果您要做二期

扩大右室流出道加分流术。谢谢您与我们分享这些观点，

Glenn手术，它一点妨碍都没有，就像在其他任何手术开始

这是一种非常有创新性的技术，我们会持续关注。

时那样结扎这些导管，但在这些病例中，我们只是使用了

D r John Chen（Honlulu Hawaii ）：您好，Rubio博

结扎钳，处理起来相当容易。

士。恭喜您取得了这么优秀的结果，我记得大多数患儿，

对于Ross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回想B-T分流术的历

体重≤3 kg。我的问题是，您是否对这些患儿进行了随

史，当Mark DeLaval第一次用Gore-tex血管做改良B-T分

访，或者是否有机会对他们进行长期随访，去关注这些动

流术时，他并未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来有一天，他不

脉导管发生了什么；您是否遇到过要结扎已置入支架的动

得不做出决定，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更好的手术，而且很

脉导管的情况？这时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快就成为参考标准。如果回想我们做体肺分流术的目的是

Dr Rubio：我们对部分患儿进行了长期随访，一直到

什么，那就是 重建动脉导管。我们不能让1例患儿使用6

他们约1岁时为止。我们在几个肺动脉闭锁、室间隔完整

个月的前列腺素，所以我们手术重建动脉导管。在这个病

的患儿的肺动脉瓣上顺利地进行了打孔，这样他们就可正

例中，我们只是用支架代替了前列腺素，而且，坦白讲，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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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非常容易。此外，它的一个优点是，当您回来做二期手

患儿的选择。选择何种患儿做导管支架才能获益最大，对

术时，没有心脏损伤的风险，也不会发生粘连。如果您想

于这一点我们非常严格。在最后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也很

用自体心包做重建，也会非常容易，因为心脏表面没有粘

小心，肺动脉闭锁组的一些患儿已经出现了某些问题，我

连。所以说，它使一切都变得很容易。另一点是，如果您

们注意到这些患儿的动脉导管插入位置并不在分叉点，而

检索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的数据库，您会发现改良B-T分

是距右肺动脉或者左肺动脉分支较远，血流由此处灌注到

流术没有这么好的结果，而与之相关的死亡率却相当高，

一侧肺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我们对此很谨慎。通常，如果

实际上它是我们做过的死亡率较高的手术之一。导管支架

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能在动脉导管的第一个造影图像中看

植入术的操作要少得多，只需将支架植入导管即可，且患

到，然后转送这些患儿去进行外科手术。

儿能够很好地耐受，短期内也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就像
Agustin展示的那样，长期后果实际上也很容易处理。我认
为我们科室正在转为将它作为主要的介入手术，以代替体
肺分流术。

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也做过相关调查。我们真
的不确定为什么一期和二期手术间隔这么长的时间。
Dr Sinha：因为我正在对 我们科室的一些数据进行研
究，我们两次手术的中位数间隔时间为145天。

Dr Pranava Sinha（ Washington，DC ）：首先祝贺您

Dr Rubio：确实是有一些患儿，因为地理上的原因

取得了出色的结果，您的研究结果比之前报道同侧分支肺

（我们涵盖了阿拉斯加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还因

动脉问题发生率很高的文章的结果好很多。

为一些外部事情必须要处理，我们经常不能在理想的时间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段内收集到他们的数据，所以患儿数量会有些偏移，但是

是因为选择了合适的患儿还是因为在支架植入的技术方面

我认为对于大多数患儿，特别是那些进行单心室姑息手术

取得了进步？第二个问题是，在您文章的摘要里，我注意

的患儿，他们进行两次手术的间隔大于标准时间，即二期

到一期手术和二期手术间隔很长时间，平均245天，似乎长

姑息手术在4.5~5个月大的时候进行。我们的患儿数量也有

于通常的间隔时间。手术间隔时间越长，出现的并发症就

些偏移，因为一些患儿的右室部分还有潜在的发育能力或

越多。您能对此进行一下评价吗？

者有两处肺血流来源仍保持稳定。但未来我们还要对此进

Dr Rubio：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这大多是由于

行探索。

（干昌平 译 张尔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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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 手术

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局部复发：多机构数据的递归分割分析

目的：采用递归分割分析（recursive partitioning analysis，RPA）确定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局部复发的高危亚组人群。
方法：这项研究获得了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纳入了杜克大学癌症研究所（主数据集）或其他参与机构（验证
数据集）接受了前期手术治疗的Ⅰ~Ⅲ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分别对主数据集与验证数据集进行相同的分析。位
于手术切缘、同侧肺门和（或）纵隔的疾病复发被定义为局部复发。递归分割被用于构建可预测无局部复发生存
（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LRFS）的标准的临床及病理因素的回归树。应用Kaplan-Meier法估计LRFS的分布。

结果：主数据集包括1411例患者，5年LRFS率为77%[95%可信区间（conf idence interval，CI），0.74~ 0.81]。验
证数据集包括889例患者，5年LRFS率为76%（95% CI，0.72~0.80）。主数据集RPA依据分期和组织学类型确定
了3个终端节点。这些节点和相应的5年LR FS率分别为：①Ⅰ期/腺癌，87%（95% CI，0.83~ 0.90）；②Ⅰ期/鳞癌
或大细胞癌，72%（95% CI，0.65~0.79）；③Ⅱ~ⅢA期，62%（95% CI，0.55~0.69）。依据有无淋巴血管间隙侵犯
（lymphovascular invasion，LVI）和分期，验证数据集RPA也确定了3个终端节点：①无LVI/ⅠA期，82%（95%
CI，0.76~0.88）；②无LVI/ⅠB~ⅢA期，73%（95% CI，0.69~0.80）；③LVI，58%（95% CI，0.47~0.69）。

结论：主数据集与验证数据集的局部复发风险相似。可最理想地将患者划分为不同局部复发风险人群的临床因素
在2个数据集间并不一致。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768-73）

理评估在手术和放射肿瘤学实践中非常重要。
肺癌仍然是美国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 [2]。尽管进
行了完全性手术切除，肿瘤复发导致死亡依然常见，
对风险的准确理解（如，复发风险）在肿瘤学领

早期患者亦如此。复发通常可分为局部复发（手术切

域中非常重要。风险评估可指导旨在探索替代治疗策

缘和区域引流淋巴结）和远处转移。辅助化疗可降低

略的临床试验的发展，也可指导个体化治疗方案。特

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发生风险，而术后放疗的使用

别是在处理局部问题时，更精确的风险分类非常有帮

也可降低局部复发风险。

助（如，局部复发风险）。竞争风险问题的存在使统
计学分析变得复杂[1]。虽然如此，对风险分类进行合

对于可切除性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局部复发风险的理解主要存在
四大难题。第一，尽管在肺癌随机临床试验中，作者
通常会报道患者的总体复发率，但很少对复发模式进
行描述。这会导致普遍忽略复发模式这一问题，进而
影响辅助治疗方案的选择。第二，文献中对局部复发
没有统一定义[3]。这就导致难以比较不同研究的局部
复发率 [3,4] 。第三，尽管应用多变量模型发现了多个
局部复发危险因素，但研究之间并不一致。最后，根
据许多潜在因素的存在或缺失来估计个体患者或人群
的整体风险依然困难。
基于上述问题，应用2个独立的NSCLC术后
患者数据库，我们评估了无局部复发生存（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LRFS）的分布（应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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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及死亡的数据。两个回归树的共同候选预测因素

缩写及缩略词
CI
HR
LR
LRFS
LVI
NSCLC
RPA

=
=
=
=
=
=
=

可信区间
风险比
局部复发
无局部复发生存
淋巴血管间隙侵犯
非小细胞肺癌
递归分割分析

为：性别、年龄、手术类型（楔形切除/肺段切除 vs.
肺叶切除/全肺切除）、组织学类型（鳞癌/腺鳞癌；
大细胞癌；腺癌及组织学类型不明确NSCLC）、淋
巴血管间隙侵犯（是/否）、胸膜侵犯（是/否）、肺
门淋巴结取样数量，基于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肺癌
TNM分期第七版的分期，分类（ⅠA、ⅠB、ⅡA、
ⅡB或ⅢA，治疗作为连续变量）和辅助化疗（是/
否）。其他预测因素并未纳入分析，原因包括：验证

实践定义的局部复发），应用多变量分析评估局部复
发的危险因素，最后在界定的肺癌患者队列中应用递
归分割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局部复发风险。

方法
这项研究回顾性收集数据，并得到各参与机构审
查委员会的批准。主数据集包括1995年至2008年在杜
克大学（Durham，NC）所有接受前期手术的Ⅰ~ⅢA
期NSCLC患者。验证数据集包括1996年至2008年在
参与机构接受手术的NSCLC患者。合作机构如下：北
卡罗来纳大学（Chapel Hill，NC），宾州赫尔希癌症
研究所（Hershey，Pa），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
心（Boston，Mass），以及位于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和丹佛、科罗拉多州的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院。对于
这两个数据集，接受术前化疗和（或）放疗的患者、
有同步原发肿瘤的患者或术后早期（30天内）死亡的
患者被排除。肺上沟瘤或胸壁侵犯的患者被排除，因
为他们的局部复发模式与病变局限于肺实质和区域淋
巴结的患者不同。因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局部复
发风险，我们也排除了手术切缘阳性或接受术后辅助
放疗的患者。因为化疗对局部复发的影响尚不明确，
所以接受了辅助化疗的患者被纳入。
发生在手术切缘、同侧肺门和（或）纵隔的疾病
复发定义为局部复发。采用这种定义是因为它包括了
常规术后放疗范围所覆盖的解剖部位。其他部位的复
发，包括锁骨上窝和对侧肺门，被定义为远处转移。
随访时应用影像学检查或辅以有创性方式（如根据临
床指征选择支气管镜检查）来评估复发模式。

数据集中有许多缺失值[如，手术方式（开放手术 vs.
胸腔镜手术）和肿瘤分级]；与病理分期类似或高度
相关（如，T分期、N分期、原发肿瘤大小和肺门淋
巴结累及数目）。我们应用分期作为候选预测因素，
而不是其相关因素之一，因为在单因素分析中分期与
LRFS相关性最强。纵隔淋巴结取样范围并未纳入分
析的原因为两个数据集中的数据不同（取样淋巴结站
数目 vs. 取样淋巴结数目）。
递归分割是一种基于感兴趣的临床终点（如，
LRFS）的log-rank检验最大值将患者分成不同队列的
统计方法。无论分类变量或连续变量，评价所有预测
变量所有可能的二分化来定义最初的两个队列，以寻
找能够产生最大log-rank检验统计值的一个变量。在
这两个队列中分别重复这一方法，进一步分为两个更
小的亚组。以这种方式持续进行划分，直到满足一个
复杂的终止规则。评估每个队列的5年LRFS率。
应用R’s rcart模型（The 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Vienna，Austria）进行递归分割。应用
10折交叉验证构建完整的回归树，然后修剪至一定
数目的节点。为选择保留节点的数目，我们绘制针对
相应“复杂性参数”的不同模型的交叉验证误差平
均值。然后，我们在图中记录误差最小的点（如，2
个或3个相似低误差值中靠左边的那个点）和相应的
复杂性参数值。因为每个复杂性参数值与给定节点数
目唯一对应，所以选择的复杂性参数值决定节点的数
目。使用该程序，对于这两个回归树，2个或3个节点
被认为是合适的。
采用Kaplan-Meier乘积极限法估计5年LRFS率。
应用比例风险模型确定LRFS的预测因素。采用RPA中

统计学分析

9个相同的预测变量，应用后退消去法构建比例风险

分别对主数据集与验证数据集进行相同的分析。

模型，可保留在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40[5]。不

RPA被用于构建LRFS预测标志物的回归树。LRFS被

评估保留在模型中的预测因素的统计学意义，但它们

定义为从手术到局部复发的时间，排除这期间远处

的P 值被用于表示相对于原假设的证据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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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无局部复发生存期多变量分析的风险比
主数据集（n=1411）
预测因素*
年龄（每增加5岁）
性别
女
男
手术类型
肺叶切除/全肺切除
楔形切除/肺段切除
肺门淋巴结取样数量（每增加1个淋巴结）
组织学类型
腺癌或NSCLC NOS
鳞癌或大细胞癌
淋巴血管间隙侵犯
无/未说明
有
胸膜侵犯
无/未说明
有
分期（每增加1级分期）
辅助化疗
无
有

验证数据集（n=889）

风险比

95% CI

P值

风险比

95% CI

P值

0.91

0.84~0.99

0.02

0.95

0.88~1.03

0.29

1.13

0.85~1.52

0.39

1.13

0.79~1.60

0.51

1.92
0.98

1.36~2.73
0.94~1.03

<0.001
0.43

1.52
0.98

0.89~2.60
0.95~1.01

0.12
0.22

1.75

1.31~2.34

<0.001

1.43

1.02~2.00

0.04

1.32

0.95~1.83

0.10

2.27

1.58~3.27

<0.001

1.78
1.40

1.30~2.43
1.22~1.61

<0.001
<0.001

1.24
1.32

0.77~1.98
1.13~1.54

0.38
<0.001

0.60

0.37~0.96

0.03

1.66

1.05~2.61

0.03

CI ，可信区间；NSCLC ，非小细胞肺癌；NOS ，组织学类型不明确。*对于二分化预测变量，列出的第一个值是参考值（即风险比的分子）。

结果

1.75；95% CI，1.31~2.34）；胸膜侵犯，相较于无
胸膜侵犯（HR，1.78；95% CI，1.30~2.43）；更

主 数 据 集 包 括 1 4 11 例 患 者 ， 其 中 1 9 9 例 局 部 复
发，而验证数据集包括889例患者，其中146例局部

高的分期（每增加一级分期的HR，1.40；95% CI，
1.22~1.61）。所有这四个关联P 值均>0.001。

复发。两个数据集中无局部复发患者的中位随访时

在验证数据集中，与较短的LRFS最强烈相关的

间分别为26个月（范围，3天~175个月）与33个月

因素包括淋巴血管间隙侵犯（lymphovascular space

（范围，6天~175个月）。主数据集与验证数据集有

invasion，LVI），相较于无侵犯（HR，2.29；95%

类似的LRFS分布（图E1）。两个数据集的5年LRFS

CI，1.60~3.29）；更高的分期（每增加一级分期的

率分别为77%[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HR，1.29；95% CI，1.11~1.50）（表1）。这两个关

CI），0.74~0.81]和76%（95% CI，0.72~0.80）。患

联P 值均<0.001。

者特征及手术/病理详情见表E1。两个数据集总体相
似，但即使采用了相同的纳入与排除标准，两个数据
集中的许多因素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递归分割分析
依据分期和组织学类型，主数据集RPA确定了3个
终端节点：Ⅰ期/腺癌或组织学类型不明确NSCLC，

局部复发的预测因素

Ⅰ期/鳞癌或大细胞癌，Ⅱ~ⅢA期（图1，A）。3个节

在比例风险模型中，局部复发预测因素之间的

点的5年LRFS率（及95% CIs）分别为87%（95% CI，

关联强度依赖于数据集（表1）。在主数据集中，

0.83~0.90）、72%（95% CI，0.65~0.79）和62%（95%

与较短的LRFS强相关的因素包括亚肺叶切除，相

CI，0.55~0.69）（图1，B）。

较于肺叶切除/全肺切除[风险比（hazard ratio，

依 据 有 无 LV I 和 分 期 ， 验 证 数 据 集 R PA 也 确 定

HR），1.92；95% CI，1.36~2.73]；鳞癌或大细胞

了 3 个 终 端 节 点 ： 无 LV I / Ⅰ A 期 ， 无 LV I / Ⅰ B ~ Ⅲ A

癌，相较于腺癌或组织学类型不明确NSCLC（HR，

期 ， LV I （ 图 2 ， A ） 。 3 个 节 点 的 5 年 L R F S 率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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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归树（主数据集）

递归树（验证数据集）

根数据
n=1411

根数据
n=889

Ⅰ期
n=991

腺癌/NSCLC NOS
n=626（组1）

Ⅱ~ⅢA期
n=420
（组3）

LVI
n=155
（组3）

无LVI
n=734

鳞癌/大细胞癌
n=365
（组2）

ⅠA期
n=385
（组1）

ⅠB~ⅢA期
n=349
（组2）

基于RPA分组的局部控制（验证数据集）

基于RPA分组的局部控制（主数据集）

风险患者数：组1
626
367
风险患者数：组2
365
191
风险患者数：组3
420
169

组1

组2

组2

组3

组3

无局部复发

无局部复发

组1

219

102

54

26

97

54

28

15

81

45

24

17

风险患者数：组1
385
274
风险患者数：组2
349
202
风险患者数：组3
155
75

102

37

11

6

90

36

13

5

27

14

8

5

年

年

图1 A，主数据集递归分割分析（RPA）结果。B，RPA终端节
点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NSCLC，非小细胞肺癌；NOS，组织
学类型不明确。

95% CIs）分别为82%（95% CI，0.76~0.88）、
73%（95% CI，0.69~0.80）和58%（95% CI，
0.47~0.69）（图2，B）。

图2 A，验证数据集递归分割分析（RPA）结果。B，RPA终
端节点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LVI ，淋巴血管间隙侵犯。

期，只有大约10%~20%的绝对风险差异。这种差异
可能太小以至于不能最佳地识别可以从术后放疗中获
益最多的患者。另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是两个数据集
的回归树不同。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风险因
素之间有较大的相关性，因为多重共线性可以产生不

讨论

稳定的结果。
尽管研究纳入的是经前瞻性鉴别的NSCLC切除

通过使用包括了常规术后放疗范围所覆盖的解剖

术后患者，但这两组患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表

部位的局部复发定义，主数据集和验证数据集的局部

E1），这也许反映了疾病表现、肿瘤特征和治疗方

复发风险相同。5年LRFS率分别为77%和76%，该结

法的地域性差异。此外，尽管采用了相同的局部复发

果强调局部复发仍是获得治愈的一个障碍，即使是可

定义，两个数据集的局部复发多变量模型还是不同。

切除性NSCLC。考虑到对未经选择的早期NSCLC患

这也在RPA获得不同结果中得到体现，尽管这两个数

[6]

者行常规术后放疗会有不良影响 ，所以有必要识别
和验证高危患者群体，用于未来术后放疗研究的理想
人群。

据集都提示病理分期为一个主要的预测因素。
此前的研究已经确定了几个潜在的局部复发危险
因素。其中许多因素涉及手术的范围和质量。这些因

通过使用标准的临床和病理学因素，我们研究

素包括范围更局限的外科手术操作（楔形切除或肺

了递归分割是否可以将患者分为局部复发风险相差

段切除）[4,7-13]、手术切缘阳性 [10,14-16]、缺乏或数量有

很大的组别。虽然RPA确实可以将患者划分为不同的

限的纵隔淋巴结取样 [11,17,18] 。其他因素涉及病理学结

组别，但RPA节点之间的风险差异大小低于我们的预

果，包括病理分期[10,12,16]、区域淋巴结受累程度[14,1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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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使用多变量模型评估局部复发风险因素的研究

风险因素
患者特征
年龄
性别
糖尿病史
吸烟史
PET-CT分期
手术特征
开放手术/VATS
亚肺叶切除术
阳性切缘
淋巴结取样
病理特征
右vs.左
分期
区域淋巴结累及范围
肿瘤大小
组织学分级
鳞癌组织学类型
脏层胸膜侵犯
淋巴血管间隙侵犯
辅助治疗
放疗
化疗

Kelsey[12]
（n=975）

Hung[18]
（n=756）

Varlotto[22]
（n=373）

－
－
－

－
－

－

Lee[10]
（n=211）

Lopez Guerra[13]
（n=14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ynak[20]
（n=3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些研究评估了许多额外因素（表中列出了所有阳性因素）。+，与局部复发相关；－，与局部复发无关；空白单元格，没有评估该因素；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
术；CT，计算机断层扫描；VATS ，电视胸腔镜辅助手术。

原发肿瘤大小 [10,13,20] 、鳞癌组织学类型 [12,21] 、脏层胸
膜侵犯

[13,19]

和淋巴血管间隙侵犯
[18]

此，一些局部复发很可能没有被发现。此外，局部复

。患者相关因

发的发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敏感性和特异性都有局限

，也可能是诱因。随

性的成像研究。最后，只有各参与机构数据库都可用

机试验表明，辅助放疗可降低局部复发风险，但对长

的因素被纳入研究。其他临床或病理因素，如合并症

期生存有不良影响，至少是对未经选择的早期NSCLC

或吸烟状况，也可能是重要的。虽然如此，本研究从

素，如吸烟史

患者

[16,23-26]

和并存疾病

[22]

[4,12,20]

。化疗对局部复发的影响尚不清楚

[22,27,28]

。

尽管前文提到的多个手术和病理因素已被NSCLC

多家机构获取数据，是评估可手术的NSCLC患者局
部复发风险的最大研究之一。

术后局部复发高风险关联在一起，但是这些因素在不

与之前评估局部复发风险因素的研究一致，本研

同研究中的结果并不一致（表2）。此外，大多数研

究表明，尽管标准的临床和病理因素可能是有价值

究都没有进行全面的多变量模型分析来识别与局部复

的，但它们不太可能最佳地区分高复发风险与低复发

发相关的独立因素。因此，被统一定义为NSCLC术后

风险队列。在鉴别高复发风险患者队列以用于未来术

局部复发高风险的患者队列已被证明难以找到。

后放疗研究之前，需要能更精确评估风险的方法。现

本研究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纳入的患者

在，生物标志物或基因鉴别在这方面是否能提供帮助

来自多家机构且接受治疗的时间横跨数年，毫无疑

还不清楚，但应进一步探讨。此外，正如一项发现术

问，在这段时间内，外科手术的方法一直在发展。不

后放疗具有优势的Ⅰ期NSCLC患者随机试验所显示

同机构在以下多个方面表现可能不同：外科专业知识

的那样 [26] ，更加个体化和适形的照射野较常规方法

和技术、病理评估和解释（包括组织学分类 [29]、淋巴

可能对早期患者更有利。我们支持可能会降低局部复

[30]

和（或）淋巴血管间隙侵

发风险的良好手术和病理实践，这包括严格的术前分

犯和脏层胸膜侵犯的报告）。机构内部或机构之间用

期、切缘阴性的完全切除、充足的淋巴结取样/剥离

来评估局部复发的连续影像学检测也未被标准化。因

和检测，以及适时的多学科评估。

结鉴别与淋巴结受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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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使用2个独立的大型数据集，研究观察到可
最理想地将患者划分为不同局部复发风险群体的参数
并不一致，虽然分期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虽
然RPA可以将患者划分为不同复发风险的亚组，但不
同亚组的差异不大。需要能更精确评估风险的方法以
明确定义高危患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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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患者特征和治疗特点

局部/区域控制（主数据集）

特征

无局部/区域复发

77%（5年）

风险患者数
1411
727

397

201

106

58

年
局部/区域控制（验证数据集）

无局部/区域复发

76%（5年）

风险患者数
889
554

219

87

32

16

年

图E1 主数据集（A）和验证数据集（B）无局部复发生存期
的Kaplan-Meier曲线。

主数据集
（n=1411）

多变量分析与RPA中包括的因素
年龄，岁
中位数
68
范围
21~93
未知
性别
男
747
女
664
未知
手术类型
楔形/肺段切除
285
肺叶切除*
1048
全肺切除
78
肺门淋巴结取样
是
1150
否
261
组织学类型
腺癌
682
鳞癌
540
大细胞癌
87
NSCLC NOS
102
淋巴血管间隙侵犯
有
297
无/未说明
1113
脏层胸膜侵犯
有
314
无/未说明
1097
病理分期
ⅠA
609
ⅡB
382
ⅡA
231
ⅡB
108
ⅢA
81
辅助化疗
有
141
无
1270
多变量分析与RPA中不包括的因素
纵隔淋巴结取样
有
1234
无
177
组织学分化
高分化
130
中分化
641
低分化
463
未知
177
大小，cm
中位数
2.6
范围
0.5~14

验证数据集
（n=889）

67
35~96
2

P值

0.09

53
47

534
353
2

60
40
0.2

<0.001

20
74
6

103
706
80

12
79
9

<0.001

82
18

770
119

87
13

0.001

48
39
6
7

429
377
43
40

48
42
5
4

<0.001

21
79

155
734

17
83

0.03

22
78

95
794

11
89

<0.001

43
27
16
8
6

426
203
153
78
29

48
23
17
9
3

0.006

10
90

106
783

12
88

0.14

87
13

694
195

78
22

<0.001

9
45
33
13

136
419
286
48

15
47
32
6

<0.001

0.91
2.7
0.3~15

除非另有说明，数值以数字（%）表示。NSCLC ，非小细胞肺癌；NOS ，组织学
类型不明确。*包括双肺叶切除和袖状肺叶切除。 包括腺鳞癌（主数据集15
例，验证数据集20例）。 主数据集与验证数据集的肿瘤大小分别有4个和9个
缺失值。

（程世钊 译 张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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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心血管病

主动脉瓣置换术中升主动脉扩张的处理：
对单纯瓣膜置换、主动脉包裹和主动脉置换处理方法的比较

目的：在主动脉瓣置换术（aortic valve replacement，AVR）中，对于升主动脉扩张的最佳处理仍存在争议。本研究比
较了升主动脉扩张的3种不同处理方式（单纯AVR、主动脉包裹和主动脉置换）的结果。

方法：本研究纳入连续499例非马凡综合征合并升主动脉扩张（40~55 mm）时行AVR的患者。我们评估了死亡率和主
动脉不良事件；此外，还通过系列超声心动图评估主动脉扩张速率。

结果：手术包括单纯AVR（n=362）、主动脉包裹（n=67）和主动脉置换（n=70）。早期死亡率为1.2%（n=6，P =0.61）。
在随访的1590.0患者-年中，死亡47例。单纯AVR组、主动脉包裹组和主动脉置换组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90.1%±2.0%、
91.8%±3.5%、82.2%±7.5%（P =0.64）。单纯AVR组有1例发生主动脉事件（急性A型夹层）。单纯AVR组的中位主动脉
扩张速率为－0.6 mm/y（四分位数间距，－3.2 ~0.6 mm/y）。主动脉瓣的形态（二叶瓣 vs. 三叶瓣；P =0.10）和最初主动
脉直径（γ=－0.31，P =0.61）均不影响主动脉扩张速率。仅5例患者观察到临床相关的主动脉扩张（≥5 mm/y）；这些
患者中，2例在随访结束时主动脉直径≥60 mm。

结论：单纯AVR与同期行主动脉包裹或主动脉置换的临床结果相似，这表明扩张的升主动脉发生主动脉相关不
良事件或主动脉扩张的风险相当低。本研究结果不支持在AVR时常规行主动脉置换。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802-9）

相当一部分行主动脉瓣置换（aortic valve
replacement，AVR）的患者合并升主动脉扩张 [1]。一
些观察性研究表明，未经处理的升主动脉瘤可能引起
致命的主动脉夹层或破裂 [2,3] ；因此，治疗指南推荐
在AVR时如果主动脉直径大于45 mm，尤其是二叶式
主动脉瓣（bicuspid aortic valve，BAV），可同期行

主动脉置换 [4,5] 。有证据表明主动脉扩张不仅与主动
脉瓣疾病造成的血流动力学紊乱有关，而且也与主动
脉壁自身病理病变有关，这也进一步支持治疗指南的
观点 [6-9] 。因为AVR只用于治疗血流动力学异常和无
主动脉内在病变的患者，所以AVR同期行主动脉置换
被认为是一个合理选择。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合并升主动脉扩张的患
者单纯AVR后，长期随访中发生主动脉不良事件的风
险相当低，因此对于AVR时常规行主动脉置换引起了
争议，包括BAV患者 [10-13]。此外，最近一项使用超声
心动图评估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显示，长期血流动力学
负荷是BAV主动脉扩张的最重要因素，单纯AVR是防
止升主动脉病理性扩张的一种有效方法 [14]。这些研究
结果表明，应通过进一步的临床调查和更好的数据分
析重新评估目前的治疗指南。
在本研究中，我们比较了大量合并升主动脉
扩张患者使用升主动脉的不同处理方法后（单纯
AVR、主动脉包裹和主动脉置换）的临床结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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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部至无名动脉起始端长度决定。纵切人工血管，

缩写及缩略词
AVR
BAV
CT
IQR
LV
TAV

=
=
=
=
=
=

主动脉瓣置换
二叶式主动脉瓣
计算机断层扫描
四分位数间距
左心室
三叶式主动脉瓣

包裹升主动脉，应用4-0或3-0聚丙（Prolene）烯缝线
（Ethicon，Inc，Somerville，NJ）在主动脉前面缝
合。为防止人工血管移位，将人工血管最近端和最远
端与主动脉外膜固定数针。
随访
研究主要结局为全因死亡和主动脉不良事件，

外，我们通过连续超声心动图监测数据来评估升主
动脉直径的变化。

后者包括主动脉夹层/破裂、近端主动脉的再次手
术、猝死。门诊常规复查获取的数据截止于2012年
6月。为验证随访的完整性，患者死亡率和死亡日期

方法

从韩国国家重大统计数据注册机构（Korean National
Registry of Vital Statistics）获取，时间截止于2012年
6月。术后30天内死亡定为早期死亡。除非临床上能

患者
从2001年1月到2011年12月，在Asan医学中心
（Seoul，Korea）共有2076例患者行AVR。在这些患

确诊为非心血管原因死亡，所有死亡均被认为心血管
疾病所致。

者中，排除马凡综合征/Ehlers-Danlos综合征或需要

在单纯AVR或主动脉包裹的患者，为评估主动脉

行主动脉根部替换的主动脉根部瘤。最后，我们筛选

最大直径的变化，详查全部术后连续超声心动图资

出升主动脉扩张的患者499例（基于术前超声心动图

料。出院前常规行超声心动图评估。一般来说，在术

评估升主动脉最大直径范围40~55 mm）作为本研究

后6个月、1年、之后每2年行超声心动图评估。超声

的研究对象。在升主动脉扩张的处理中，单纯AVR

心动图评估，均通过胸骨旁长轴切面测量升主动脉直

患者362例（72.5%），人工血管包裹升主动脉67例

径。计算“术前”和“最后随访”主动脉直径之差，

（13.4%），同期行升主动脉置换70例（14.0%）。

然后除以随访时间得出主动脉扩张速率。

同期行主动脉手术方案的决策需要考量主动脉直径、
主动脉瓣的形态（二叶瓣 vs. 三叶瓣）和左心室功能
提示的预期手术风险等因素，但最终的决策选择仍由
外科主治医师决定。

统计分析
分 类 变 量 以 频 率 和 百 分 比 表 示 ， 应 用 χ 2检 验 比
较。连续变量以平均值±标准差或中位值表示，应

本研究经Asan医疗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委员会

用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应用Kaplan-

批准，因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故委员会免除患者知

Meier生存曲线描述生存率，应用log rank检验比较不

情同意的要求。

同组的生存率。
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用于确定术前

手术技术

主动脉直径和术后主动脉扩张速率的关系。所有数

根据外科医师的偏好选择胸骨正中切口

据计算双侧检验的P 值，P <0.05视为具有显著统计

（n=475）、胸骨上段切口（n=18）或横向胸骨切口

学意义。统计软件用SPSS 18.0版软件（IBM Corp，

（n=6）。升主动脉远端插管（n=466）最常见，股

Armonk，NY）。

动脉插管用于微创方法患者（n=10）。预计有可能
行主动脉远端置换者行右腋动脉插管（n=23）。

结果

同期行主动脉置换的人工血管直径为24~34 mm
（中位值，28 mm）。需要主动脉开放吻合者，在中
低温停循环选择性顺行脑灌注下施行。

基线特征和住院结果
基线人口统计学、临床和超声心动图参数详见表

行主动脉包裹的人工血管直径为26~34 mm（中

1。总之，同期行主动脉置换的患者多为女性，与单

位值，32 mm）。在AVR后，注射鱼精蛋白，止血，

纯AVR或主动脉包裹的患者相比，前者主动脉瓣狭窄

包裹主动脉。人工血管的长度，根据主动脉窦管结

和二叶式主动脉瓣更多，升主动脉直径更大，左室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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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的基线特征
特征
年龄（岁）
女性
糖尿病
高血压
慢性肾衰竭
既往心脏手术史
急诊或紧急手术
感染性心内膜炎
主动脉瓣疾病
AS
AR
混合ASR
无AS或AR
二叶式主动脉瓣
心房颤动
Maze手术
最大主动脉直径，mm
≥40，＜45
≥45，＜50
50~55
超声心动图数据
LVEF，%
LVDs，mm
LVDd，mm
LV质量，g
最大TR PG，mm Hg
同期CABG
心脏缺血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min
总的体外循环时间，min

单纯AVR（n=362）

主动脉包裹（n=67）

主动脉置换（n=70）

P值

59.7±12.6
102（28.2）
29（8.0）
81（22.4）
9（2.5）
16（4.4）
6（1.7）
24（6.6）

62.3±11.3
24（35.8）
5（7.5）
16（23.9）
1（1.5）
1（1.5）
0
1（1.5）

60.1±12.0
32（45.7）
3（4.3）
11（15.7）
1（1.4）
5（7.1）
0
2（2.9）

0.25
0.011
0.55
0.41
0.78
0.27
0.68
0.14
0.034

142（39.2）
141（39.0）
78（21.5）
1（0.3）
139（38.4）
34（10.2）
16（4.4）
43.1±2.9
260（71.8）
88（24.3）
14（3.9）

32（47.8）
14（20.9）
21（31.3）
0
34（50.7）
9（13.4）
5（7.5）
46.0±3.4
25（37.3）
30（44.8）
12（17.9）

38（54.3）
19（27.1）
13（18.6）
0
48（68.6）
7（10.0）
2（2.9）
47.5±4.1
21（30.0）
24（34.3）
25（35.7）

54.0±12.5
40.2±11.9
58.4±11.5
301.7±100.2
27.5±14.0
45（12.4）
71.9±27.9
116.3±46.9

54.7±12.5
38.3±11.5
55.0±10.0
292.7±78.6
26.6±12.2
7（10.4）
74.0±27.7
128.4±49.0

59.3±9.7
35.7±9.7
55.1±9.3
276.6±82.3
23.4±11.1
10（14.3）
118.2±47.1
182.2±71.0

<0.001
0.72
0.42
<0.001

0.007
0.014
0.020
0.15
0.094
0.79
<0.001
<0.001

除非特别标识，数据以数值（%）表示。AVR ，主动脉瓣置换；AS ，主动脉瓣狭窄；AR ，主动脉瓣反流；ASR ，主动脉瓣狭窄伴反流；LV，左心室；EF，射血分数；
LVDs ，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Dd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TR PG ，三尖瓣反流压差；CABG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血分数更高，左心室容积较小。AVR同期行主动脉置

显示患者的术后早期结果。

换的患者与主动脉包裹和单纯AVR患者相比，主动
脉阻断时间和体外循环时间明显延长。单纯AVR患者

临床事件：主动脉不良结局

中，2例（0.5%）因插管造成主动脉损伤需要主动脉

469例（94.0%）完成了临床随访，平均随访时

置换（这些患者分在主动脉置换组）。早期死亡6例

间为43.6个月[四分位数间距（interquartile range，

（1.2%；单纯AVR组5例，主动脉包裹组1例）。表2

IQR），24.5~68.8个月]，共随访1590.0患者-年。

表2 术后早期并发症
变量

单纯AVR（n=362）

主动脉包裹（n=67）

主动脉置换（n=70）

P值

因出血再次探查
需要透析
LCOS*
神经系统损伤
完全房室传导阻滞

12（3.3）
3（0.8）
4（1.1）
2（0.6）
2（0.6）

1（1.5）
1（1.5）
1（1.5）
1（1.5）
1（1.5）

4（5.7）
0
0
0
0

0.39
0.62
0.64
0.52
0.52

除非特别标识，数据以数值（%）表示。AVR ，主动脉瓣置换；LCOS ，低心排出量综合征。*需要机械支持，例如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或体外生命支持。 包括1例永
久性（单纯AVR组）和2例暂时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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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图2）。
1例单纯AVR的重度主动脉瓣反流患者（三叶式

单纯AVR
主动脉包裹

生存率

主动脉置换

主动脉瓣）发生主动脉夹层事件。在AVR时升主动脉
最大直径为43 mm，术后1731天出现急性Ⅰ型主动脉
夹层，并行急诊手术，最终死于术后神经系统损害。
除这例急性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外，没有需要近端主动
脉再次手术者。包括不明原因突然死亡的5例患者，
单纯AVR组共有6例发生主动脉不良事件。单纯AVR
主动脉不良事件发生率仅为0.5%每患者-年。

术后时间（年）

患者数

单纯AVR
+主动脉包裹
+主动脉置换

362
67
70

264
63
49

152
54
21

77
29
6

40
4
3

主动脉直径的变化

图1 不同升主动脉处理方法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AVR，主动脉瓣置换。

488例（82.8%）晚期生存（>6个月）的患者
中，有404例能得到术后后期（>6个月）的超声
心动图资料。超声心动图中位随访时间为24.9个月

远 期 死 亡 4 0 例 （ 单 纯 AV R 组 2 7 例 ， 主 动 脉 包 裹 组

（IQR，12.6~47.9个月）。单纯AVR组（34.1±28.0个

6例和主动脉置换组7例）。心血管疾病死亡原因

月）或主动脉包裹组（37.5±21.7个月）的随访时间显

（n=26）如下：充血性心力衰竭（n=4）、感染性

著长于主动脉置换组（25.9±21.0个月；P =0.017）。

心内膜炎（n=4）、急性主动脉夹层（n=1）（前面

在单纯AVR组（超声心动图随访；n=290），主

已提及）、降主动脉瘤（n=2；1例破裂，1例手术死

动脉扩张速率－0.6 mm/y（IQR，－3.2~0.6 mm/y），

亡）、卒中（n=1）、室性心律失常（n=1）和原因

最后随访的升主动脉最大直径是40.9±7.3 mm。主动

不明（n=13）。非心血管疾病死亡原因（n=14）：

脉扩张速率的频率分布见图3。BAV和TAV的主动脉

恶性肿瘤（n=8）、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相关并发症

扩张速率无显著性差异（P =0.10，表3），主动脉瓣

（n=3）、肺炎（n=2）和自杀（n=1）。单纯AVR

狭窄、反流和狭窄伴反流的主动脉扩张速率也无显

组、主动脉包裹组和主动脉置换组的5年总生存率分

著差别（P =0.084）。此外，最初的主动脉最大直径

别为90.1%±2.0%、91.8%±3.5%、82.2%±7.5%，

和主动脉扩张速率之间无显著相关性（γ=－0.31，

各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 =0.64，图1）。此外，在

P =0.61，图4）。5例（1.7%）患者的主动脉扩张速

单纯AVR组（n=362）中，根据升主动脉直径45 mm

率超过5 mm/y，这些患者均为TAV，最大主动脉直径

为界分为两个患者群组，两者的总存活率无显著性差

为40~43 mm。随访结束时，主动脉直径超过60 mm

患者数

生存率

主动脉直径≥45 mm
主动脉直径＜45 mm

术后时间（年）
患者数

主动脉直径≥45 mm
主动脉直径＜45 mm

102
260

74
190

41
111

26
51

13
27

图2 单纯行主动脉瓣置换患者（n=362）根据基线升主动脉直
径分组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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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扩张速率（mm/y）

图3 随访中主动脉扩张速率的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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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仅根据主动脉瓣形态行主动脉瓣置换患者的术前和
术后数据
BAV
（n=139）

变量

TAV
（n=223）

P值

术前情况
主动脉瓣疾病，n（%）
<0.001
AS
84（60.4）
58（26.0）
AR
24（17.3）
117（52.5）
混合ASR
31（22.3）
47（21.1）
无AS或AR
0
1（0.4）
最大主动脉直径，mm
43.1±2.6
43.1±3.0
0.90
≥40，＜45
100（71.9）
160（72.1）
≥45，＜50
35（25.2）
53（23.9）
50~55
4（2.9）
9（4.1）
术后情况
在随访末期最大主动
40.0±6.0
41.4±7.9
0.10
脉直径，mm
主动脉扩张速率，mm/y －1.3（－3.0~2.1） －0.6（－1.7~1.9） 0.10
BAV，二叶式主动脉瓣；TAV，三叶式主动脉瓣；AS ，主动脉瓣狭窄；AR ，主动
脉瓣反流；ASR ，主动脉狭窄伴反流。

脉扩张速率－2.1 mm/y（IQR，－3.9 ~ －0.9 mm/y），
最后随访的升主动脉最大直径为39.8±5.8 mm。包裹
组患者无快速主动脉扩张（>5 mm/y）或明确的升主
动脉瘤形成（>55~60 mm）。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合并升主动脉扩张
（40~55 mm）的患者，单纯AVR时极少发生主动脉
不良事件（0.5%每患者-年），最初主动脉直径并不
影响总体生存率。连续超声心动图评估结果显示，临
床相关的动脉瘤形成或主动脉快速扩张也很罕见，且
主动脉瓣的形态（TAV vs. BAV）、病理（狭窄或反
流）和最初主动脉直径与主动脉扩张速率无明显相关
性。此外，主动脉包裹技术有助于稳定主动脉，具有
优良的耐久性。而且，在AVR时行升主动脉置换也是

的患者有2例（0.7%，BAV 1例，并发主动脉夹层的
TAV 1例）。1例BAV患者（72岁男性）行AVR术后6

安全可行的，应根据患者的个体条件自由选择主动脉
处理方式（例如，考虑预期手术风险和预期寿命）。
根据AVR期间升主动脉处理的临床实践指南，升

年初诊医师建议行主动脉置换术，但患者拒绝手术，

主动脉大于45 mm时应考虑同时置换升主动脉 [4,5] 。

采取保守治疗。

只有一项观察性研究支持这一建议。在该研究中，

主动脉扩张速率（mm/y）

作者回顾201例行单纯AVR的BAV患者 [3] 。201例患

二叶式瓣膜：

主动脉扩张速率（mm/y）

主动脉包裹组（超声心动图随访；n=54），主动

三叶式瓣膜：

初始主动脉最大直径（mm）

图4 根据最初升主动脉最大直径的主动脉扩张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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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64例升主动脉轻度扩张（40~44 mm），22

研究者认为，虽然BAV患者单纯AVR确有主动脉不良

例中度扩张（45~49 mm）。研究者发现主动脉直

事件的风险，但其发生率很低。即使考虑主动脉手术

径小于40 mm、40~44 mm和45~49 mm组的15年

的风险，总体风险至少应该同样很低。

升主动脉相关并发症的豁免率分别为86%、81%和

与上述结果相近的研究中，Girdauskas及

43%（ P <0.001），因此他们认为，在主动脉直径

其 同 事 [ 1 2 ] 分 析 了 1 5 3 例 B AV 狭 窄 合 并 升 主 动 脉 扩

≥45 mm时，行AVR手术的BAV患者应考虑同时置

张 （ 4 0 ~ 5 0 m m ） 单 纯 AV R 的 患 者 。 在 平 均 随 访

换升主动脉。“45 mm”这个临界值长期以来一直

11.5±3.2年期间，5例（3%）患者因发展为升主动

是AVR行主动脉处理的金标准，并且许多关于主动

脉瘤需要行升主动脉手术，但未发生主动脉夹层或破

脉固有疾病的研究也支持这个建议

[6-9]

。在这些研

裂。术后15年主动脉不良事件豁免率为93%。研究者

究中，主动脉扩张是由血流动力学紊乱和主动脉壁

认为，在长期随访中，BAV狭窄合并轻到中度升主

内在病变所致；所以，主动脉可能进一步扩张，甚

动脉扩张的患者发生主动脉不良事件的风险相当低。

至在主动脉瓣疾病治疗之后。虽然指南根据直径将

Andrus及其同事 [11]评估了185例单纯AVR后的主动脉

AVR的治疗范围扩展至TAV患者，但是到目前为止

扩张速率，包括两种主动脉形态（BAV和TAV）。基线
时，107例（58%）患者有升主动脉扩张（>35 mm；范

没有相关的数据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目前这些根据主动脉直径决定治疗的指

围，35~53 mm），随访期间这些患者的升主动脉直径

南，受主要引用研究的缺点所限。尽管有长期随访数

并没有增加（40±4 vs. 39±6 mm），也没有发展为

据，但其结果仅来自单一中心少数患者的回顾性观察

主动脉瘤（>55 mm）。

[3]

数据 。特别是，升主动脉中度扩张（>45 mm）的

最近的研究支持在AVR时对轻度至中度扩张升主

患者仅为22例；数据太小，不足以得出一个强有力的

动脉采取保守治疗方法，与本研究的结果相同[10-13]。

结论。因此，对当前的治疗指南一直有争论，我们应

此外，在本研究中，最初主动脉直径（≥45 vs.

该通过更好的数据分析对其进行重新评估，以权衡同

<45 mm）对单纯AVR患者的总体存活率无影响，结果

期主动脉置换带来的风险和获益

[10,12-14]

。

最近的研究，在AVR常规置换升主动脉方面引发

及其同事 [10]一致认为，关于同期主动脉置换的早期手

扩张（50~59 mm）的TAV狭窄单纯AVR的患者，平

术风险和远期预防性获益，仍需要一项更大样本的研

均随访14.7±4.8年，未出现主动脉不良事件或主动

究来评估同期主动脉置换的可靠性。

。Gaudino和同事

[13]

床资料以便于进一步验证。最后，研究者与McKellar

评估了93例升主动脉

了争议

[10-13]

与当前参考的治疗指南不一致[3]。这需要积累更多的临

脉再手术。此外，主动脉直径没有显著扩张，其升主

有研究者认为，BAV疾病合并由遗传性疾病或遗

动脉扩张速率为0.3±0.2 mm/y。作者认为，如果无

传脆弱性所导致的主动脉扩张者，推荐积极行近段主

主动脉结缔组织疾病，狭窄后扩张的患者单纯AVR就

动脉置换 [6,8,9]。相反，最近有一项研究，对许多主动

足够。然而，大多数外科医师认为在AVR时对直径接

脉瓣疾病患者（n=595）超声心动图的横断面数据进

近60 mm的主动脉不予处理，既不合理也不安全，因

行分析，评估随访期间的主动脉扩张速率 [14]。在该研

为主动脉直径≥55 mm本身就是手术指征，即便是一

究中，BAV不行AVR者，每年升主动脉扩张速率明显

个无症状的单独升主动脉瘤。

高于BAV或TAV行AVR的患者。再者，BAV组和TAV

McKellar及其同事

[10]

回顾了1286例单纯AVR而未

组行AVR的主动脉扩张速率无差别。BAV患者行AVR

进行主动脉置换或修复的BAV患者。中位随访12年，

起到的保护作用，表明瓣膜功能障碍是主动脉病变发

主动脉夹层发生率为1%，升主动脉置换率为0.9%，

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作者建议通过更好的临床

进展性主动脉扩张9.9%，15年主动脉不良事件豁免

调查和更好的数据分析重新评价当前的治疗指南。

率为89%。323例患者术前测量升主动脉直径，其中

虽然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ic，

248例主动脉正常（<40 mm），75例升主动脉扩张

CT）是评估主动脉的金标准，但它不可避免地存在

（>40 mm）。主动脉扩张患者的主动脉不良事件的

辐射危害，因此这也使其不能作为患者终身随访的

发生风险（P =0.13）、总体死亡率（P =0.67）和心血

工具 [15] 。已证实，超声心动图可准确测量升主动脉

管疾病死亡率（P =0.32）均与正常主动脉患者类似。

直径，与CT扫描测量的数值密切相关，且无放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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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16] 。本研究也符合这一共识，在远期随访中大多
数患者（82.8%）有超声心动图资料，而CT评估资料
则仅限于计算主动脉扩张速率者（<60%）。超声心
动图测量内部直径，而CT测量外部直径，因此两者之
间有些差别，超声心动图测量值小于CT测量值 [17]。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回顾性分析的固有局限性。主动脉处
理的决定受患者术前状况的影响。与同期行主动脉置
换的患者相比，单纯AVR的患者更多为TAV，且主动
脉直径较小。此外，仅14例主动脉直径超过50 mm的
患者行单纯AVR；因此，对这组单纯AVR患者安全性
的统计学评估可能较为有限，这种评估不能应用于所
有主动脉直径相对较大的患者。
采用经胸超声心动图评估主动脉大小，并不是评
估主动脉的金标准。特别是对升主动脉远段，可能产
生测量误差。临床和超声心动图的随访时限也是本研
究的重要局限性。并不是所有患者在随访后期都做了
超声心动图评估。而且，这些患者的纵向超声心动图
评估不可避免地受限，因为大部分患者在随访中不再
需要进行评估。这些主动脉稳定或回缩的病例，属于
单纯AVR组（65.9%）。
早期死亡率的数量不足以来评估同期置换升主动
脉增加的手术风险。因此，同期置换主动脉的安全问
题，还需通过进一步的更大样本量的研究来阐明。

结论
与同期行主动脉包裹或主动脉置换相比，单纯
AVR的临床结果与之类似，扩张的升主动脉发生主动
脉相关不良事件或主动脉扩张的风险极低。因此本研
究结果不支持在AVR时常规行主动脉置换。应通过进
一步大规模研究来确定AVR同期行主动脉置换的手术
指征，同时考虑手术风险和长期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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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im：谢谢您，Sundt医师。您提出的问题很重

讨论

要。我绝对同意您的观点，也许3个治疗组和2个治疗组不
Dr Thoralf M. Sundt （Boston，Mass ）：首先祝贺
您，我认为这是一项极具深远临床意义的重要研究。

是完全可比的，因为基线资料中主动脉瓣形态和主动脉大
小有显著性差异。

毫无疑问，主动脉夹层是一种高致命性疾病，在过去

然而，主动脉置换组患者数量太小，仅70例。因此，

十年左右，主动脉置换的效果已有显著提高。作为心脏外

选择一个适当的统计方法，包括倾向评分匹配，几乎是不

科医师，我们和世界各地的心脏外科医师都主张更积极地

可能的。如果应用匹配方法，只能获得不到50对患者。

行主动脉置换，甚至是对中度扩张的主动脉。然而，正如
您所指出的，实际上支持这种做法的数据有限。
您们选择的所有研究对象为合并中度主动脉扩张的

而且，只有1例主动脉不良事件；所以也不可能进行多
变量分析。因此，最好是把我们的研究看成是一项升主动
脉中度扩张（大多在40~50 mm），单纯AVR术后的远期效

主动脉瓣置换患者，虽然最常讨论的是二叶式主动脉瓣情

果评估更好。而第二个目的则是评估同期行主动脉置换安

况。正如您提及的，因为BAV是如此常见，我们对这种患

全性。

者的处理观点会影响大部分患者。
您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度扩张主动脉不需要常规主

Dr Sundt：我同意您的看法。我最感兴趣的是对照
组，即单纯AVR组。

动脉置换，对此我们应该更加谨慎。这对当前的治疗趋势

第二个问题，有13例患者死因不明。假设这些患者全

是非常重要和有用的。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一主题很重要，

都死于主动脉并发症，您的分 析会怎么样？您还能得出同

所以我希望以后可对此进行积极讨论。

样结论？

不过，理解您的研究有一些难点，我想到要注意的

Dr Kim：谢谢。13例死亡原因不明的患者被认为死于

几个问题，并提出几个问题。首先，3个治疗组与2个治疗

心脏疾病，当我们按照全因死亡和因心脏死亡进行进一步

组相比，在智力和精神上都更有挑战性。您们比较了单纯

分组分析，3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所以我认为，治疗方法

AVR、AVR同期行主动脉置换和AVR同期行主动脉包裹的

并不影响生存率。

结果。事实上，在西方，很少采取主动脉包裹。在大多数

Dr Sundt：第三个问题，同样大小和直径的主动脉扩

外科医师看来，有了现代移植材料，与效果可靠的主动脉

张，二叶瓣是否从根本上比三叶瓣更容易发生主动脉并发

置换相比，主动脉包裹似乎没有多少优势。

症，存在重大争议。

所以如果您允许，我愿意只关注2个治疗组，在我国，

在对照组，139例为BAV。您们显示主动脉扩张速率

我们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单纯AVR和AVR同期主动脉置

似乎无差异。但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您是否注意到对照组

换。这样，留下70例主动脉置换和362例单纯AVR供分析。
如果您关注这2个治疗组，会发现他们年龄相仿，瓣
膜病理类似，但主动脉置换组女性更多，BAV患者几乎是
TAV患者的两倍。
再者，这两组的主动脉直径实际上是不同的，超过
70%的单纯AVR组患者主动脉小于45 mm，而在主动脉置换
组，这种直径的患者不到三分之一。
事实上，主动脉置换组主动脉直径大于5 cm者超过
1/3，而单纯AVR组为4%。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这2个治疗组是否
具有可比性？您不是在比较主动脉扩张最轻的三叶瓣单纯

内，同一主动脉直径的三叶瓣和二叶瓣患者的主动脉行为
有差异征象吗？
Dr Kim：这点很重要。我们试图比较主动脉不良事
件、主动脉扩张速率，但是发现TAV和BAV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即使根据主动脉直径分组进行分析，两种形态的瓣
膜间无任何显著差异。
Dr Sundt：非常感谢。因为我认为，无论组织学如何
显示和理论如何，最根本的还是临床行为。所以我们需要
这类临床数据，真正了解是否为我们 的患者做了正确的事
情。谢谢！
Dr Kim：非常感谢。

AVR和二叶瓣行AVR同期主动脉置换的结果吧?

（谷兴华 译 吴树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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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免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和
经心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什么是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
最佳选择？一项多中心、倾向性配对分析

目的：尽管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surgical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SAVR）是治疗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首选，但经
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和免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sutureless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SU-AVR）也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本项多中心、倾向性配对研究旨在比较SAVR，经心尖TAVR
（transapical TAVR，TA-TAVR）和SU-AVR手术的临床结局和血流动力学结果。

方法：分析2009年1月~2012年3月间的566例TA-TAVR、349例SAVR和38例SU-AVR患者的数据。采用倾向性配对策
略比较了体外循环下（SAVR和SU-AVR）和非体外循环下（TA-TAVR）的外科手术技术。采用多变量加权logistic回
归或多项logistic检验对其结局进行分析。

结果：在配对后的患者队列中，SAVR术后的30天的总死亡率显著低于TA-TAVR术后（7% vs. 1.8%，P =0.026），而
SU-AVR和TA-TAVR之间的死亡率则无显著性差异。多变量分析显示，SU-AVR与TA-TAVR相比存在一定的保护作
用（但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可减少主动脉瓣反流、心脏起搏器植入和肾脏替代治疗。与TA-TAVR相比，SAVR在减
少主动脉瓣反流方面显示出了显著的保护作用（比值比=0.04，P <0.001），并且显示出了降低死亡率、心脏起搏器植入
和心肌梗死的趋势。TA-TAVR、SU-AVR和SAVR组患者的平均跨瓣压差分别为10.3±4.4 mm Hg、11±3.4 mm Hg和
16.5±5.8 mm Hg。

结论：SAVR与TA-TAVR相比可降低患者的30天死亡率，并且术后主动脉瓣反流的发生风险也更低。在配对的
SAVR、SU-AVR和TA-TAVR治疗患者中其他结果均无显著性差异。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1065-71）

外 科 主 动 脉 瓣 置 换 术 （ s u rg i c a l a o r t i c v a l v e

（severe symptomatic aortic valve stenosis，SSAVS）患

replacement，SAVR）是严重症状性主动脉瓣狭窄

者的首选治疗。SAVR的结果可重复并已得到验证，其
并发症也早已明确[1]。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新的替
代治疗策略已应用于临床实践中，人们对其具有较高
的期望，并且已显示出了良好的初步结果。经导管主
动脉瓣置换术（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TAVR）已被提议作为高风险或无法手术SSAVS患者的
替代治疗。到目前为止，前瞻性研究和全国性注册研
究均显示TAVR具有良好的临床和血流动力学结果[2-5]。
最近，又出现了旨在减少主动脉阻断时间和便于微创
小切口的免缝合主动脉瓣置换（sutureless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SU-AVR）技术[6]。SU-AVR尤其适用于
存在多种共病的患者，这些患者将会因手术时间的减
少而受益。外科医师目前已经可以根据患者的风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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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更多细节可参考既往研究[8]。

缩写及缩略词
AR
OHS
PARTNER
SAVR
SSAVS
SU-AVR
TA-TAVR
TAVR

=
=
=
=
=
=
=
=

主动脉瓣反流
开放式心脏手术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
严重症状性主动脉瓣狭窄
免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
经心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免缝合主动脉瓣置换（SU-AVR）
前瞻性收集并分析了2011年3月~9月间在3个意
大利中心应用Perceval S生物瓣膜（Sorin Biomedica
Cardio，Saluggia，Italy）进行单纯SU-AVR治疗的38
例患者数据。关于该队列患者和Perceval S免缝合生
物瓣膜的结构和技术特征的细节，在我们以前的报道
中已进行过描述 [7] 。SU-AVR的适应证包括：SSAVS

层，采用多种方法来治疗SSAVS：SAVR可用于大多数
患者，TAVR适用于高危或无法手术治疗的患者，SUAVR则适用于中危或高危可手术治疗的患者。我们团
队最近发表的一项比较经心尖TAVR（TA-TAVR）和
SU-AVR的倾向性配对研究表明，SU-AVR在选择的患
者中与TA-TAVR具有相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且SUAVR与较低的瓣周漏的发生率相关[7]。该研究公布于
2012年的美国胸外科学会第92届年会上，在会议讨论
中，发现需要与纳入SAVR患者的第三个配对组进行比
较。因此，我们决定更新此前的研究，将SAVR纳入分
析[7]。本项多中心、倾向性配对研究旨在比较SAVR、
TA-TAVR和SU-AVR的临床结局和血流动力学结果。

方法
伦理委员会已批准本项研究，患者已签署数据收
集和治疗的相关知情同意书。

（主动脉瓣口面积<0.8 cm 2 ；平均跨主动脉瓣压差
>40 mm Hg）和高手术风险，包括高龄（>75岁）、
共病和患者虚弱。使用Perceval S生物瓣膜的排除标准
包括：因既往施行了瓣膜置换术或瓣环成形术而无法
以免缝合生物瓣膜进行置换、接受≥2次瓣膜手术、
动脉瘤样扩张（≥45 mm）或升主动脉夹层、活动性
心内膜炎、二叶式主动脉瓣和近期（<90天）发生心
肌梗死。采用全胸骨切开、微创胸骨切口和右侧小切
口开胸进行SU-AVR的患者分别为23例（60.5%）、4
例（10.5%）和11例（29%）。所有患者均使用中度低
温（32 ℃）体外循环和横向主动脉阻断。通常以顺行
模式给予冷血停搏液。根据外科医师的偏好和手术方
式，也可以选择逆行模式。平均主动脉阻断时间和体
外循环时间分别为44±17分钟和69±44分钟。
因为没有关于SU-AVR的指南、立场声明或推荐
建议，由每位外科医师根据患者术前特征和临床观察
结果独立决定选择TAVR还是SU-AVR（特别是在高
危老年患者中）。

经心尖主动脉瓣置换（TA-TAVR）
研究回顾了意大利注册数据库中2008年4月~2011

外科主动脉瓣置换（SAVR）

年5月间的566例接受经心尖主动脉瓣植入的患者数

回顾性收集了2009年1月~2011年12月间在帕多

据。TA-TAVR的主要适应证为SSAVS（主动脉瓣口

瓦大学连续施行的349例单纯SAVR患者数据。在本

面积<0.8 cm ；平均跨瓣压差＞40 mm Hg）并伴有

项研究中，使用与应用于SU-AVR及TA-TAVR患者完

以下1个或多个因素：①瓷化主动脉；②高手术风险

全相同的数据集和定义，从SAVR患者中收集数据。

（Logistic Euroscore Ⅰ>20%；胸外科医师协会死亡

数据直接来自对医院正式病历的专门回顾，而不是来

评分>10%）；以及③其他严重共病，包括严重的肺

自已有的数据库。所有SAVR手术均在全胸骨切开、

部疾病、既往胸部照射总量过高、胸廓发育不良或

中度低温和体外循环条件下进行。冷血停搏液通常

严重的肝脏疾病。TA-TAVR手术通常在全身麻醉下

采用顺行和逆行这两种方式灌注。采用2-0编织线水

施行，SAPIEN或SAPIEN XT心包球囊扩张生物瓣膜

平褥式缝合法植入人工瓣膜（pledgets脱脂棉在心室

（Edwards Life-Sciences，Irvine，Calif）是唯一的植入

侧）。使用生物瓣膜和机械瓣膜的患者分别为332例

装置。TA-TAVR的绝对禁忌证为有或无血栓形成的左

（95.1%）和17例（4.9%）。平均主动脉阻断时间和

心室室壁瘤和极差的左室射血分数（<15%）。关于意

体外循环时间分别为93±27分钟和124±33分钟。

2

大利经心尖主动脉瓣植入注册研究项目的参与中心和

各组患者均在手术前和出院时进行临床和超声

研究人员、瓣膜特征/大小和手术技术、术后药物治疗

心动图检查。根据当前的推荐标准 [9]进行超声心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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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根据最近的推荐标准 [10] ，将人工主动脉瓣反
流（aortic regurgitation，AR）分为无或微量、轻度
（1+/3+）、中度（2+/3+）或重度（3+/3+）。
风险因素和终点
根据EuroscoreⅠ分类标准 [11] 对术前危险因素进
行界定，并根据瓣膜学术研究协会的定义 [12] 确定术
后结果和终点。进行本研究数据分析时，最近更新
的瓣膜学术研究协会新定义 [13] 尚未公布。将患者分
为接受TA-TAVR或“开放式心脏手术”（open-heart
surgery，OHS：SU-AVR或SAVR）。数据库中记录
了以下10个变量：年龄、性别、体表面积、logistic
EuroscoreⅠ、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左室射血

表1 配对前患者队列的特征
变量
年龄（岁）
体表面积（m 2）
logistic Euroscore（%）
LVEF（%）
AVAi（cm 2/m 2）
男性（%）
NYHA分级≥3（%）
PVD（%）
COPD（%）
MR（%）

OHS（n=387） TA-TAVR（n=566）
72.7±10.1
1.8±0.2
14.2±11.2
59.1±10.6
0.51±0.1
48.3
33.1
36.7
20.9
9.6

80.6±6.8
1.7±0.2
25.5±15
52.7±13.6
0.55±0.2
40.8
83.4
51.2
35.7
9.2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2
＜0.001
＜0.001
＜0.001
0.07

OHS ，开放式心脏手术（免缝合和常规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TA-TAVR ，经
心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BSA ，体表面积；LVEF，左室射血分数；AVAi，
主动脉瓣口面积指数；NYHA ，纽约心脏协会；PVD ，周围血管疾病；COPD ，
慢性阻塞性肺病；MR ，二尖瓣反流。

分数、合并二尖瓣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周围血管

续变量，McNemar检验则用于分析二元变量。校正

疾病和主动脉瓣口面积。因变量为比较TAVR技术与

SU-AVR和SAVR技术、术前协变量和倾向评分后，

OHS技术结果的分类变量。在OHS中，我们进一步分

最终对633例处于共同支持区域的患者进行了死亡率

析了TA-TAVR与SU-AVR和TA-TAVR与SAVR比较的

和并发症发生率比值比的多变量logistic分析。出于

结果。在分析之前确定的主要研究终点包括：30天全

这一目的，使用了纳入事件相关变量和倾向评分的加

因死亡率、致残性卒中、永久性起搏器植入、肾脏替

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

代治疗、围术期急性心肌梗死（术后72小时内）、出

结果

院时存在AR（≥1+/3+）和出院时的跨瓣压差。
统计分析
使用Stata 12.1版本（StataCorp，College
Station，Tex）进行统计分析。评估了术前的风险相
关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术后（30天）死亡率和并发
症发生率结果。分类变量以频率表示，并使用Fisher
精确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比较。连续变量以均值±标
准差表示，并使用非配对t 检验进行比较。
采用先进的验证技术 [14]，使用标准化差异来评估
基线变量平衡程度。基于上述10个变量，采用logit模
型估计不同治疗类别的倾向评分，默认P 值为0.01。
将最初的953例患者分层在17个区间以得到满意的平
衡性 [15]。随后，在保留20%倾向性评分对数值的标准
差卡尺宽度的情况下[17]，应用psmatch2程序，根据倾
向评分进行1:1的无替换性配对 [16]。共有286例患者成
功配对（143例TA-TAVR和143例OHS）。psmatch2
的共同支持选项中也保留了347例未配对的TAVR患
者。这些患者中缺少配对权重信息，因此，我们计算
了其在原始分层区间中入选概率倒数的权重比例。在
几种不同的加权模式下评估了结果的统计学显著性。
各组之间的比较均考虑到了倾向评分配对样本的配对
性质。使用配对t 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检验分析连

共有286例患者成功配对：接受TA-TAVR和OHS
者各143例。此外还有633例患者被纳入倾向性分析的
共同支持区域（common support region）。OHS和TATAVR队列患者的术前临床特征见表1~3，其中分别
列出了未配对队列、共同支持区域配对队列和精确配
对队列。在未配对的队列中（表1），TA-TAVR患者
年龄更大（80.6±6.8 vs. 72.7±10.1岁；P <0.001），
logistic Euroscore评分也显著更高（25.5%±15% vs.
表2 共同支持区域内配对后患者队列特征
变量
年龄（岁）
体表面积（m 2）
logistic Euroscore（%）
LVEF（%）
AVAi（cm 2/m 2）
男性（%）
NYHA分级≥3（%）
PVD（%）
COPD（%）
MR（%）

OHS（n=143）

TA-TAVR（n=490）

P值

73.5±12.6
1.8±0.3
18.3±14.6
58.1±10.9
0.55±0.2
49.7
54.5
37.1
25.9
24.5

80.4±7
1.7±0.2
24.5±14.1
53.4±13.6
0.54±0.2
40.8
81.2
48.8
33.9
68.2

＜0.001
0.001
＜0.001
＜0.001
0.93
0.07
＜0.001
0.17
0.08
＜0.001

OHS ，开放式心脏手术（免缝合和常规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TA-TAVR ，经
心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BSA ，体表面积；LVEF，左室射血分数；AVAi ，
主动脉瓣口面积指数；NYHA ，纽约心脏协会；PVD ，周围血管疾病；COPD ，
慢性阻塞性肺病；MR ，二尖瓣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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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1精确配对患者队列特征
变量
年龄（岁）
体表面积（m 2）
logistic Euroscore（%）
LVEF（%）
AVAi（cm 2/m 2）
男性（%）
NYHA分级≥3（%）
PVD（%）
COPD（%）
MR（%）

OHS（n=143）

无死亡病例。TA-TAVR组的跨瓣压差显著低于SAVR
TA-TAVR（n=143）

P值

77.6±9
1.7±0.2
20.2±12.5
56.1±13
0.55±0.2
37.1
65
42.7
32.2
32.9

0.003
0.12
0.22
0.15
0.93
0.03
0.08
0.43
0.25
0.06

73.5±12.6
1.8±0.3
18.3±14.6
58.1±10.9
0.55±0.2
49.7
54.5
37.1
25.9
24.5

OHS ，开放式心脏手术（免缝合和常规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TA-TAVR ，经
心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BSA ，体表面积；LVEF，左室射血分数；AVAi ，
主动脉瓣口面积指数；NYHA ，纽约心脏协会；PVD ，周围血管疾病；COPD ，
慢性阻塞性肺病；MR ，二尖瓣反流。

组（10.3 ±4.4 vs. 16.5±5.8 mm Hg，P <0.001），但
轻度以上AR（≥1＋/3＋）的发生率更高（34.1% vs.
1.8%，P <0.001）。此外，SAVR组术后植入起搏器
（0.9% vs. 6.1%，P =0.018）和需要接受肾脏替代治疗
（0% vs. 7.6%，P =0.001）的患者比例低于TA-TAVR
组。TA-TAVR组与SAVR组之间，或TA-TAVR组与
SU-AVR组之间在其他终点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对
286例1:1精确配对患者终点的分析见表5。TA-TAVR
组与SAVR组之间的死亡率仍存在差异，但统计学显
著性低于共同支持区域配对患者的分析结果（7% vs.
1.8%，P =0.026）。此外，在1:1配对患者队列中，TATAVR组与SAVR组相比主动脉跨瓣压差（10.7±4.4 vs.

14.2%±11.2%；P <0.001）。此外，TA-TAVR患者

16.5±5.8 mm Hg，P <0.001）显著更低，而AR的发生

的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更差，合并周围血管疾

率显著更高（28.7% vs. 1.8%，P <0.001）。多变量分

病（51.2% vs. 36.7%；P <0.001）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析结果显示，SU-AVR与TA-TAVR相比存在一定的保

（35.7% vs. 20.9%；P <0.001）的比例也更高。将两

护作用（但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可减少AR、起

个队列配对后，两者在体表面积、logistic Euroscore

搏器植入及肾脏替代治疗。然而，与TA-TAVR相比，

评分、左室射血分数、周围血管疾病和慢性阻塞性

SAVR在减少AR方面显示出了显著的保护作用（比值

肺病方面均相似。即使在配对后，两个队列患者的

比=0.04，P <0.001），并显示出了降低死亡率、心脏

年龄仍然存在显著差异。然而，由于年龄是logistic

起搏器植入和心肌梗死的倾向。SAVR和SU-AVR与

Euroscore评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确信，多变量

TA-TAVR相比对预先定义终点的影响见表6。

Logistic回归校正了所观察到的基线协变量的这一残
留的不平衡。表4列出了633例在共同支持区域配对患

讨论

者的研究终点。SAVR组的30天总死亡率显著低于TATAVR组（0.9% vs. 8.6%，P =0.002），但SU-AVR组

主动脉瓣置换术的完整类型包括SAVR、SU-AVR

和TA-TAVR组之间无差异。TA-TAVR组患者的死亡

和TAVR。本研究首次应用倾向配对分析方法评估和比

原因包括多器官功能衰竭（n=15，35.7%）、脓毒血

较了这些技术对SSAVS患者的治疗效果。虽然我们的

症（n=10，23.8%）、心律失常（n=6，14.3%）、肾

工作应该被视作是一个初步的研究，但其仍对这一当

功能不全（n=2，4.8%）、严重出血（n=6，14.3%）

前存在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本研究的

和肠系膜缺血（n=3，7.1%）。SAVR配对组中1例患

主要发现为，SU-AVR和SAVR与TAVR相比可能对选

者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而在配对的SU-AVR队列中

定的患者存在潜在的某些优势。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

表4 TA-TAVR、SU-AVR和SAVR术后结果（共同支持区域内633例患者的分析）
P值
结局

TA-TAVR（n=490）

SU-AVR（n=31）

死亡（n）
卒中（n）
PPM（n）
RRT（n）
AMI（n）
术后AR（≥1+/3+）
（n）
平均压差（mm Hg）

42（8.6）
12（2.5）
30（6.1）
37（7.6）
9（1.9）
167（34.1）
10.3±4.4

0
0
1（3.2）
1（3.2）
0
6（19.4）
11.1±3.4

SAVR（n=112）

TA-TAVR vs. SU-AVR

TA-TAVR vs. SAVR

0.16
1
1
0.72
1
0.12
0.36*

0.002*
0.14*
0.018*
0.001*
0.70*
＜0.001*
＜0.001

1（0.9）
0
1（0.9）
0
1（0.9）
2（1.8）
16.5±5.8

括号内数据表示百分比。TA-TAVR ，经心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SU-AVR ，免缝合主动脉瓣置换术；SAVR ，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PPM ，永久性起搏器植入
术；RRT，肾脏替代疗法；AMI ，急性心肌梗死；AR ，主动脉瓣反流。*双侧Fisher精确检验。 未配对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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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TA-TAVR、SU-AVR、SAVR术后结果（精确1:1配对286例患者的分析）
P值
结局
死亡（n）
卒中（n）
PPM（n）
RRT（n）
AMI（n）
术后AR（≥1+/3+）
平均压差（mm Hg）

TA-TAVR（n=143）

SU-AVR（n=31）

10（7）
4（2.8）
7（4.9）
7（4.9）
5（3.5）
41（28.7）
10.7±4.4

0
0
1（3.2）
1（3.2）
0
6（19.4）
11.1±3.3

SAVR（n=112）

TA-TAVR vs. SU-AVR

1（1.8）
0
1（0.9）
0
1（0.9）
2（1.8）
16.5±5.8

TA-TAVR vs. SAVR
0.026*
0.13*
0.082*
0.019*
0.23*
＜0.001*
＜0.001

0.21
1
1
1
0.59
0.37
0.69*

括号内数据表示百分比。TA-TAVR ，经心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SU-AVR ，免缝合主动脉瓣置换；SAVR ，外科主动脉瓣置换；PPM ，永久性起搏器植入；RRT，
肾替代疗法；AMI ，急性心肌梗死；AR ，主动脉瓣反流。*双侧Fisher精确检验。 未配对t 检验。

分析过程中的患者选择流程所致。为了试图配对这3个

这一发生率数值与其他研究的结果相似[18]，而且从学

队列，导致选择了“最差”的OHS患者和“最佳”的

习曲线来看，这些结果来自于外科医师使用这种新

TAVR患者。表1至表3的患者特征明确了这一点：配对

技术的初步经验。多变量分析显示，SU-AVR与TA-

的TA-TAVR队列与未配对队列相比共病更少，logistic

TAVR相比似乎减少了术后AR、永久性起搏器植入和

Euroscore评分也更低；而配对的SAVR患者与未配对

肾脏替代治疗的风险。然而，SAVR与TA-TAVR患者

队列相比则共病更多，logistic Euroscore评分更高。因

相比仅AR发生率的降低存在统计学显著性差异。术后

此，正如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患

AR是一个存在高度争议性的问题，特别是PARTNER

者属于一个“灰色地带”，存在不同手术适应证的重

试验2年时的结果表明，即使是轻度AR也可能显著降

叠。然而，即使是3组患者配对后特征相似（特别是在

低患者生存率[19]。SU-AVR术后AR的降低，主要是因

1:1精确配对后），其他因素仍可能对患者预后存在显

为在“开放式心脏手术”的情况下植入免缝合瓣膜，

著影响，例如体质虚弱这一因素就并没有考虑。手术

从而使外科医师可以在直视下取出瓣叶和瓣环上的钙

风险属于“灰色地带”的患者，很可能会因为这些未

化并能精确测量主动脉瓣环，以选择最合适直径的人

考虑到的因素而被分入任何一个治疗组。表4和表5中

工瓣膜。此外，由于人工瓣膜是在直视下植入，如果

的经验性比例表明，配对患者中的SAVR组死亡率显著

最终结果不理想，可在主动脉阻断下移除该瓣膜；或

低于TA-TAVR组。这看起来与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入
（Placement of Aortic Transcatheter Valve，PARTNER）
试验 [3]的结果相反，但以下几个原因可以对此作出解
释。PARTNER试验是一项具有严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
的前瞻性随机试验，并且选择的中心均可施行经心尖
和经股动脉TAVR。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是基于对
“真实世界”中接受手术患者数据的分析，并且只考
虑了经心尖TAVR，而未考虑经股动脉TAVR。此外，

开放后如果术中经食管超声发现AR，可以第二次阻断
主动脉重新定位 [20]。已有研究显示，主动脉瓣环内存
在的钙化及其分布可预测TAVR术后AR的发生 [21]。因
此，将其去除可减少SAVR术后AR。所有这些机制还
解释了SAVR在降低术后AR风险方面与TAVR相比的优
越性。在TAVR适应证扩大应用于风险较低的患者人
表6 配对后的术后临床结果多变量分析

本研究中患者的特点也与PARTNER试验不同，特别
是，PARTNER试验中SAVR患者的logistic Euroscore评
分为29%，而本项研究中为18%（也包括SU-AVR的患
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两项研究的30天死亡率存在
差异（PARTNER，6.5%；本项研究，0.9%）。然而，
1:1配对组中的统计效力仅为46%，并且多变量分析发
现TA-TAVR并不是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因此，对这
一结果的解读应保持谨慎。
尽 管 S U - AV R 患 者 中 的 A R 发 生 率 看 起 来 很 高
（19%），但应考虑所有的反流均为轻度（1+/3+），

结局
死亡
术后AR（≥1+/3+）
卒中
PPM
RRT
AMI
出院时平均压差

SU-AVR vs.
TA-TAVR
OR
1.00
0.55
1.00
0.51
0.61
1.00
1.02

P 值*

SAVR vs.
TA-TAVR
OR

P 值*

－
0.23
－
0.53
0.68
－
0.56

0.23
0.04
1.00
0.97
1.00
0.38
1.19

0.17
＜0.001
－
0.14
－
0.47
＜0.001

OR ，比值比；TA-TAVR ，经心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SU-AVR ，免缝合主动
脉瓣置换；SAVR ，外科主动脉瓣置换；PPM，永久性起搏器植入；RRT，肾替代
疗法；AMI，急性心肌梗死；AR ，主动脉瓣反流；*多变量校正，logistic Z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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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前，术后AR仍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与
TAVR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术后永久性起搏器植
入率。虽然采用自膨胀人工瓣膜与球囊扩张人工瓣膜
相比心脏起搏器植入率更高 [22]，“开放式心脏手术”
下瓣膜置换与TAVR相比仍存在显著优势。TAVR操
作过程中（即球囊主动脉瓣成形术和瓣膜展开期间）
会发生主动脉瓣环钙化的“盲目”侧向位移（而不是
SU-AVR和SAVR中通常施行的“手术”去除），这可
能导致较高的传导束损伤发生率。我们还发现，TATAVR患者的跨瓣压差显著低于接受“开放式心脏手
术”式瓣膜植入患者。因此，接受经导管瓣膜植入患
者的血流动力学表现优于接受常规外科主动脉瓣膜植
入的患者。然而，未来仍需要进行长期随访的更大规
模研究，来验证这些差异是否具有显著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希望强调的是，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仍然是治
疗主动脉瓣狭窄的最佳选择。然而，新的治疗方法
（如TAVR和SU-AVR）则可以为某些特定患者提供良
好的效果。对于能为患者提供所有治疗方法的中心来
说，可以为每例患者选择和制定最合适的技术方案，
并考虑其所有关键特征（如年龄、共病、虚弱体质和
解剖）。尤其需要谨慎评估处于“灰色地带”的患
者，即那些可以同时受益于两种技术的患者。经验丰
富的“主动脉团队”将能够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本研
究的局限性主要包括其回顾性研究性质、在不同的医
疗中心施行不同的手术、仅纳入了接受TA-TAVR的患
者，SU-AVR队列中样本量太小。
总之，我们的数据表明，接受SAVR、TA-TAVR
和SU-AVR的患者预后没有大的差异。SAVR与TATAVR相比术后AR的发生率显著降低，但后者则跨瓣
压差显著更低。SU-AVR组与TA-TAVR组相比显示出
了AR发生率更低的趋势，但并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将来可能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来证实我们的这
些初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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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研究中报告的数据。对此是否有解释？
第三，SU-AVR患者主动脉阻断时间和体外循环时间

Dr Martin Misfeld（Leipzig，Germany ）：感谢美国
胸外科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
AATS）提供机会来讨论D’Onofrio医师及其同事的报告。
该研究对在20个意大利心脏外科中心接受TA-TAVR

比那些接受传统的AVR患者短吗？
最后，现在进行SU-AVR和TAVR之间的随机试验是否
合适？
另外，我再次感谢能有机会讨论这一独特的重要的研究。

的566例患者、在3个中心接受SU-AVR的38例患者和在

Dr D’Onofrio： 谢谢您的详细意见和问题。

1个中心接受常规外科主动脉瓣置换的349例患者结局

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所有这些技术应用于

进 行 了 比 较 。 这 是 去 年 在 A AT S 年 会 上 公 布 的 一 项 研 究

高危患者时都存在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的 进 一 步 扩 展 ， 并 已 于 最 近 发 表 于 J ournal of Thoracic

经导管操作显然创伤更小，并且可以在清醒患者中进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其中对接受经心尖Edwards

行（特别是如果经股动脉入路进行），而无需体外循环或

SAPIEN人工瓣膜植入的患者和接受Perceval S免缝合人工

主动脉阻断。然而，进行这类操作时的瓣周漏发生率仍然

瓣膜植入的患者进行了比较。据我所知，这是首个同时比

很高。与之相比，SAVR需要体外循环和主动脉阻断，但在

较这3种患者队列的研究。
D’Onofrio医师及其同事使用了复杂的倾向评分配对方
法对这3组患者进行了比较。然而，3组患者的治疗期存在
重叠，以及未进行随机化，很可能导致各组间产生显著差

瓣周漏方面的结果会更好。我认为应根据每例患者的特点
在这两种技术中进行选择，并考虑年龄、共病和虚弱体质
等通常未被纳入风险评分中的因素。
瓣周漏的发生率在SU-AVR组确实很高，但即使是轻

异。此外，也没有考虑患者因素（例如虚弱体质、瓷化主

度AR纳入了这些分析。这些存在轻度AR的患者实际上是

动脉或其他常规手术的风险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各组间

在意大利开展免缝合瓣膜植入术的最早30例患者，处于

无疑是存在差异的。虽然这些未考虑到的患者因素可以解

学习曲线的开始阶段。目前，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改

释TAVR组死亡率较高的现象，但他们不太可能影响到这3

善，瓣周漏的发生在逐步减少。

组之间所观察到的血流动力学差异（即TAVR组中较低的跨
瓣压差和较高的AR发生率）。
我有4个问题询问作者。
首先，确定老年高危患者接受TA-TAVR还是SU-AVR

SU-AVR组中主动脉阻断和体外循环时间分别为44分钟
和69分钟。同样，这也是我们的初步早期经验，而现在随着
经验的改善，这些患者的主动脉阻断时间可低至20分钟。
进行随机试验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正如您

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患者相关特征会让您认定某一技

所说，这将涉及3种不同的技术在3个不同组别患者中的应

术与其他技术相比更合适？

用。因此，很难设计一个能够在相似的患者中纳入所有3种

其次，SU-AVR组中瓣周漏的发生率高于大多数已发

技术的前瞻性研究。

（姚兵 译 达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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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使用桡动脉血管桥时
生存获益消失的年龄节点

背景：目前，对于外科心肌血运重建中第二桥血管使用桡动脉与大隐静脉（saphenous vein graft，SVG）相比的优越
性仍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探讨桡动脉的应用所带来的生存获益，并将其与患者年龄相关联。

方法：对共计9005例于1996~2012年间在单中心接受初次、单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并且使用左乳内动脉作为第一桥血管的患者进行了倾向评分配对分析。其中936例患者使用桡动
脉，其他8069例患者仅使用SVGs。研究的主要终点为全因死亡。使用样条曲线分析评估了患者年龄与应用桡动脉带
来的生存获益之间的相互作用。

结果：共有809对患者配对成功。在配对组中，术后平均随访时间为6.4±3.6年（范围：0~13.6年）。使用桡动脉或SVG
血管桥的患者术后1年生存率分别为96.8%±0.6%和96.0%±0.6%，5年生存率分别为91.4%±1.1%和90.1%±1.0%，而
10年生存率则分别为83.2%±1.7%和79.4%±1.9%。使用桡动脉可以降低患者的远期死亡风险[风险比（hazard ratio，
HR）=0.75，95%可信区间（conﬁdence interval，CI）：0.57~0.98，P =0.03]。然而，样条曲线分析显示桡动脉对远期生
存的保护性作用在不同年龄组中存在差异：≤60岁人群的生存受益最大（95% CI的上限<1），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大
其受益逐渐减少，＞70岁以上患者不再受益（校正后HR=0.90，95% CI：0.63~1.28，P =0.57）。
（J Thorac Cardiovasc
结论：将桡动脉作为第二桥血管能够降低70岁以下接受初次、单纯CABG患者的全因死亡率。

Surg 2013;146:1078-85）

在施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的患者中，使用左乳内动

使用桡动脉血管桥与应用SVG相比能够改善患者术
后血管通畅率和生存率。

脉（left internal thoracic artery，LITA）对左前降支

然而，目前对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第二桥血

动脉进行移植的患者术后生存率优于使用大隐静脉

管是选择桡动脉还是SVG仍然存在着争议 [6]。一些随

移植（saphenous vein graft，SVG）者 [1,2] 。因此，

机对照研究用血管造影的方法对桡动脉血管桥的长期

已有多个研究团队评估了包括桡动脉在内的其他血

通畅率进行了观察，其结果并不一致[7,8]。因此，在预

管的应用 [3]。在最初的一系列令人失望的试验性结果

期寿命较长的低龄患者中使用桡动脉看起来可以改善

之后 [4]，随着桥血管获取方式的改进，以及使用钙通

其临床预后（尤其是生存率）。实际上，那些报告使

道阻滞剂带来的潜在益处 [5]，使得桡动脉越来越成为

用桡动脉血管桥后生存率优于SVG的观察性研究均纳

众人关注的桥血管焦点。已有队列观察研究显示，

入了相对低龄的患者人群 [9]。然而，对于年纪相对较
大的患者而言，使用桡动脉血管桥是否仍存在优势尚
未得到证实。此外，所谓的“低龄”和“高龄”的界
限是处在变化当中的，因为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
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目前，
除了LITA外，还没有明确的指南提示使用哪种血管
进行移植更有优势，尤其是对低龄患者使用各种动脉
（包括桡动脉）进行移植这一建议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来支持，仍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指导CABG中不同年龄
组患者桥血管的选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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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过程

缩写及缩略词
CABG
CI
HR
LAD
LITA
PS
RA
SVG

=
=
=
=
=
=
=
=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可信区间
风险比
冠状动脉左前降支
左乳内动脉
倾向评分
桡动脉
大隐静脉

根据临床及血管造影标准确定心肌血管血运重建
的手术指征。所有患者均采用胸骨正中切开术。通过
电切分离进行带蒂桥血管的LITA或者用手术剪和钛
夹的无烧灼分离获得骨骼化LITA。通过手术剪和钛
夹获取桡动脉。LITA和桡动脉均存放在经稀释的罂
粟碱溶液中。大部分手术均在标准体外循环条件下进
行，只有极少数采用不停跳移植术。在体外循环时，
通过间断、顺行灌注晶体或血液心脏停搏液的方法来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通过观察大量接受初次、单
纯CABG，并且使用LITA作为第一桥血管患者的长期
死亡率，评估应用桡动脉血管桥与SVG相比对不同年
龄组患者的益处。

保护心肌。
统计分析
两组中的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的形式表
示，而分类变量则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纳入分析
的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左心室功能、存在不

方法

稳定性心绞痛、术前危急状态、术前肾衰竭、脑血
管意外、需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周围血管疾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原则，并已获得机构审
查委员会的伦理学批准。

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手术优先级、不停跳移植、
血管桥数量、钝缘支血管桥、右冠状动脉血管桥、

回顾性分析了实时收集的英国剑桥Papworth医院

序贯移植和手术施行年份。由于两组患者的基线协

外科数据库中1996年3月~2012年5月之间的数据。这

变量水平存在显著不平衡现象，我们使用了倾向

一数据库与（英国）全国数据库联网，由一组全职医

评分配对法。使用纳入与桥血管独立相关变量的

学信息分析员进行维护，负责连续的数据收集工作

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倾向评分（代表使用桡动脉

并对其进行严格的核查。收集的数据还要进行定期验

而不是仅使用SVG的概率）。模型中使用的变量见

证。任何原因造成的死亡相关信息均在死亡事件发生

表1。使用贪婪式1:1配对法（卡尺宽度为倾向评分

后大约1周时定期从英国注册总局获取。

对数值的0.2 SD）生成桡动脉和SVG配对患者。使

研究对象需符合以下纳入标准：① 初次、单纯

用标准化差异分析协变量的平衡性，即当某一协变

CABG；②多支冠状动脉病变，需要≥2根移植血管

量绝对标准化差异＞10%时，则认为存在有意义的

对不同靶血管进行移植；③使用原位LITA对左前降

协变量不平衡。采用一个多相模型（初始相为对数

支（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LAD）进行移

线 性 型 ， 终 末 相 为 We i b u l l 型 ） 来 生 成 每 一 对 配 对

植；④使用桡动脉和（或）SVG完成血运重建。排除

样本的死亡风险函数。另外，对每一对配对样本中

了使用其他血管（如右乳内动脉或胃网膜动脉）进行

仍存在不平衡的协变量进行了额外的校正。然后分

移植的患者。由会诊医师确定使用桡动脉还是SVG来

析年龄对桡动脉与SVG相比较的生存率受益之间

完成血运重建。

的相关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使用配对样本计算

接受LITA-LAD血管桥，并将桡动脉作为第二桥

了“年龄”这一连续变量的每个四分位数的风险比

血管（SVG按需应用）的患者构成桡动脉组。采用常

（hazard ratio，HR）及其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规手术策略，在接受LITA-LAD血管桥以外，仅使用

interval，CI）。接下来，使用样条曲线分析（立方

SVG的患者则构成SVG组。

法）生成所有年龄段患者的死亡风险函数。P <0.05

主要研究终点为远期全因死亡。由于无需进行

认为存在显著性差异。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R软件

判定，这是最有说服力而且不存在偏倚的指标，因

2.15.2版（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此避免了记录文件或临床评估的不准确或偏倚。此

Vienna，Austria；详见http://www.R-project.org），

外还评估了桡动脉血管桥对围术期（30天内）死亡

并应用了“非随机”软件包（详见http://crantastic.

率的影响。

org/packages/nonrandom）。

5

45

表1 配对前后桡动脉组和SVG组患者的基线特征
桡动脉（未配对）
（n=936）

SVG（未配对）
（n=8069）

StDf
（配对前）

桡动脉（配对）
（n=809）

SVG（配对）
（n=809）

StDf
（配对后）

65±10
20.4

68±9
18.0

28.2
33.5
15.3

64±10
22.0

65±10
19.4

41.9
12.6
8.5
1.8
0.7
0.2
10.2
13.8
11.8

36.3
10.2
6.9
3.4
0.6
1.6
11.5
11.7
10.9

41.2
12.7
7.5
1.9
0.7
0.2
10.1
13.1
11.4

3.14
9.7
11.6

38.2
10.3
8.6
1.8
0.7
0.4
12.1
12.0
10.3

22.9
3.1
37.6
3.0±0.7
85.9
72.9
27.0
2004

19.8
3.5
2.7
3.3±0.7
87.0
80.8
13.7
2005

22.9
3.2
27.8
3.0±0.7
86.2
73.4
24.5
2004

22.6
2.8
25.5
3.1±0.7
85.3
74.8
20.4
2005

年龄，均值±SD，岁
女性，%
左心室功能，%
中等，%
较差，%
不稳定性心绞痛，%
术前危急状态，%
肾衰竭，%
脑血管意外，%
糖尿病，%
周围血管疾病，%
COPD，%
手术优先级
紧急，%
急诊，%
OPCAB，%
血管桥数量，均值±SD
OM血管桥，%
RCA血管桥，%
序贯移植，%
手术年份（中位值）

5.9
10.3
0.9
14.6
3.1
6.2
0.7
6.8

96.4
35.6
3.3
18.8
99.5
39.5

4.0
0.9
0
4.0
4.1
3.3
3.6
1.0

5.3
6.1
2.4
3.1
9.7
17.8

SVG ，大隐静脉；StDf ，标准化差异；SD，标准差；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OPCAB ，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M ，钝缘支；RCA ，右冠状动脉。

脉血管桥的患者存在年龄更小，女性更多和左心室功能

结果

更差的趋势。而且，桡动脉血管桥组中采用不停跳移植
研究人群
总计16 057例患者于研究期间在Papworth医院接
受了初次、单纯CABG。排除患者的原因如图1所示。
最终研究人群共包含9005例患者。其中936例使用
了桡动脉。在桡动脉组中，有504例接受完全动脉血运
重建的患者仅使用桡动脉桥血管来完成血运重建。8069

和序贯移植的比例也更高。最后，桡动脉组的患者的手
术时间集中在研究期限的前几年。SVG组患者则更可能
在术前处于危重状态或既往发生过脑血管意外，完全移
植和右冠状动脉移植也更常见。
倾向评分配对分析

例患者除LITA外仅使用了SVG。未配对桡动脉和SVG组

倾向评分配对共生成809对。配对后，除手术年

患者的基线特征见表1。配对前，桡动脉组与SVG组相

份和左心室功能（存在一点残留差异）外，两组间所

比在17个协变量中有10个标准化差异＞10%。接受桡动

有的协变量都处于平衡状态（表1）。因此，对这两
项指标在研究术后远期死亡率的最终模型中进行了额

排除原因：
既往接受过CABG（n=650）
桥血管数据缺失（n=4379）
使用GEA（n=27）
使用RITA（n=330）
未使用LITA（n=571）
仅接受LITA+LAD（n=295）
LITA仅作为可选（n=150）

单纯CABG（1996~2012）
n=16 057

初次CABG
LITA-LAD+/-SVG或仅SVG
n=9655

因基线数据缺失排除
（n=650）
研究人群
n=9005
RA±辅助性SVG
n=936

在配对的809对样本中，桡动脉组和SVG组分
别有17例（2.1%）和18例（2.2%）在围术期（术后
30天内）死亡（P =0.7）。桡动脉的应用并不影响手
术死亡率[未校正比值比（odds ratio，OR）=0.75，
95% CI：0.28~1.96]和校正后死亡率（校正
OR=1.56，95% CI：0.44~5.56）。

仅SVG
n=8069

图1 研究流程图。CABG，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GEA，胃网
膜动脉；RITA，右乳内动脉；LITA，左乳内动脉；LAD，左前
降支；RA，桡动脉；SVG，大隐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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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校正。

平均随访时间为6.4±3.6年（范围：0~13.6
年）。在随访期间，桡动脉组和SVG组分别有98
例 和 11 5 例 患 者 死 亡 。 在 所 有 配 对 病 例 中 ， 桡 动
脉组与SVG组的1年生存率分别为96.8%±0.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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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RA远期死亡的校正后HR

年龄

图2 不同年龄患者中桡动脉（RA）作为第二桥血管时与SVG相比较的HR及其95% CI。HR ，风险比；CI ，可信区间；LL ，
下限；UL ，上限。

96. 0%±0 .6% ， 5年生 存 率分别 为91.4%±1.1%和

因此，70岁被认为是鉴别桡动脉桥血管使用中年

90.1%±1.0%，10年生存率则分别为83.2%±1.7%和

龄相关性生存获益消失的时间节点。在≤70岁的人

79.4%±1.9%。桡动脉的应用可降低远期死亡风险

群中，桡动脉血管桥能提高术后生存率。桡动脉组

（HR=0.75，95% CI：0.57~0.98，P =0.03）。

≤70岁的536例患者中有34例死亡（预期n=46.1），

然而，如样条曲线分析所示（图2，表2），桡动

而SVG组≤70岁的353例患者中有55例死亡（预期

脉血管桥对远期生存率的改善在不同年龄组中存在差

n=49.2）（校正HR=0.57，95% CI：0.37~0.88，

异：≤60岁的患者获益最大（95% CI上限：<1），

P =0.01）。桡动脉组和SVG组中≤70岁人群的1年生

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大，桡动脉的获益会逐渐降低，年

存率分别为98.7%±0.4%和97.5%±0.6%，5年生存率

龄＞70岁后将不存在获益。

分别为95.8%±0.9%和94.1%±1.0%，而10年生存率
则分别为91.6%±1.4%和85.4%±2.0%。

表2 桡动脉组和SVG组中不同年龄患者的远期死亡风险比
年龄，岁
59.00
60.86
62.73
64.60
66.46
68.33
70.20
72.06
73.93
75.80
77.66
79.53
81.40
83.26
85.13
87.00
立方样条分析结果。

然而，桡动脉并未改善＞70岁患者的远期生

风险比

下限

上限

存率。桡动脉组＞70岁的273例患者中有64例死亡

0.07
0.18
0.29
0.42
0.57
0.74
0.92
1.09
1.21
1.29
1.33
1.34
1.32
127
1.22
1.15

0.008
0.039
0.07
0.13
0.21
0.31
0.44
0.56
0.66
0.72
0.76
0.77
0.77
0.75
0.72
0.68

0.58
0.81
1.04
1.28
1.50
1.72
1.92
2.09
2.21
2.27
2.29
2.27
2.21
2.14
2.04
1.94

（预期n=65），而SVG组＞70岁的274例患者中有
60例死亡（预期n=59）（校正HR=0.90，95% CI：
0.63~1.28，P =0.57）。桡动脉组和SVG组中＞70岁人
群的1年生存率分别为93.0%±1.5%和93.0%±1.5%，5
年生存率分别为82.5%±2.5%和81.8%±2.6%，10年生
存率则分别为65.3%±4.6%和65.5%±4.3%（图3）。
未校正分析
在未配对样本中，桡动脉组和SVG组的术后早
期（30天内）死亡率分别为2%（20/936例）和1.9%
（154/8069例），使用桡动脉对预后没有影响（原
始OR=1.22，95% CI：0.71~1.79）。平均随访时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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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G组年龄≤70岁
RA组年龄≤70岁

校正后P ＝0.75

SVG组年龄＞70岁

死亡比例

RA组年龄＞70岁

校正后P ＝0.1

年龄
危险患者数
SVG组年龄≤70岁
RA组年龄≤70岁
SVG组年龄＞70岁
RA组年龄＞70岁

图3 配对样本中≤70岁和＞70岁患者中接受桡动脉（RA）和大隐静脉（SVG）搭桥者的生存曲线。

为6.4±4.0年（范围：0~15.4年）。纳入所有年龄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桡动脉仅在长期随访的研究中显

患者进行的分析显示，使用桡动脉对远期死亡风险

示出了通畅率优于SVG的趋势 [8]。这一结果表明，使

的降低存在边缘显著性（原始HR=0.83，95% CI：

用桡动脉的生存获益仅存在于预期生存时间更长的患

0.69~0.99，P =0.05）。将70岁作为节点时，桡动脉

者中。数项关于多支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研究显示，

可以改善≤70岁患者的远期生存率（原始HR=0.62，

与传统的LITA+SVG方案相比，LITA+桡动脉方案改

95% CI：0.47~0.82，P =0.005），但对＞70岁的患者没

善患者的中期和远期生存率 [9,11] 。然而，这些研究大

有影响（原始HR=1.21，95% CI：0.94~1.55，P =0.1）。

多纳入了相对低龄的患者人群使用桡动脉作为第二桥
血管。而在临床实践中，外科医师基于风险/受益比
的考虑，在高龄患者选用桡动脉作为桥血管时经常犹

讨论

豫不决。
本项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接受初次、单纯CABG

Zacharias及其同事 [9]的报告指出，在平均年龄为

的存在多支冠状动脉病变的患者来说，与仅接受

61岁的患者人群中，使用桡动脉能够改善其生存率。

LITA-LAD和SVG者相比，使用桡动脉作为第二桥血

Tranbaugh及其同事 [12] 最近在平均年龄为58岁的人群

管（在LITA-LAD的基础上）可改善其远期生存率。

中进行的研究显示，使用桡动脉与使用LITA+SVG相

然而，这一生存率的改善在不同年龄组中存在差异：

比可显著改善患者的远期生存率。另外，最近有研究

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大，应用桡动脉的获益逐步降低，

报告桡动脉与SVG相比可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生存

对年龄＞70岁患者无生存获益。

率（但对需要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无影响） [13]。该

随着桥血管获取方式的改进、机械扩张的避免、

研究中使用桡动脉桥血管的糖尿病患者平均年龄为61

新型血管保存方法的出现和术后钙通道阻滞剂的应

岁。这些数据均来自小样本回顾性队列研究，难以得

用，术后早期血管痉挛的发生率大幅降低，使得采用

出应用桡动脉桥血管对高龄CABG患者群体影响的确

桡动脉作为桥血管再次受到关注。在应用多支动脉桥

切结论。

血管进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时，桡动脉已经成为右乳
内动脉颇具吸引力且更为简单的替代选择

[5,9]

。

另一方面，在一项前瞻性随机试验中，Hayward
和Buxton[14]发现，在＞70岁患者人群中，使用桡动脉

已有数项随机对照研究对桡动脉是否可常规用于

或SVG作为CABG第二桥血管的通畅率和远期生存率

CABG进行了评估。在这些研究中，血管造影所示的

均无显著差异。在此前的一项研究中，Tranbaugh及

桡动脉血管桥通畅性方面的优越性结果并不一致[7,8]。

其同事 [11]总结认为，使用桡动脉血管桥无法改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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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者的生存率，但这一年龄节点是主观选择的。此

究、人群或是目前的临床实践中。此外，尽管使用了

外，随着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

倾向评分配对分析（除了随机对照试验之外最有力的

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增加，“低龄”和“高龄”的界限

工具之一）来比较治疗效应，本研究中仍然存在回顾

也在不断提高。由于缺少患者年龄对桡动脉应用于

性研究中已知的患者选择及治疗方面的固有偏倚。随

CABG时生存获益影响的明确数据，目前的指南对此

访期间，Papworth医院有许多医师进行了CABG，而

手术策略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建议[10]。

医师经验水平的差异或许也是观察结果的一个未知影

本研究分析了桡动脉相关生存优势与所有患者年

响因素。不过，一项敏感度分析显示，医师经验水平

龄组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显示，使用桡动脉可显著

并不会影响患者远期生存率（数据未报告）。或许有

改善＜60岁患者的远期生存率。这一益处随着患者年

研究者认为，高龄患者经常出现大隐静脉曲张，桥血

龄的增大而逐渐降低，对＞70岁患者则无生存获益。

管选择受限而不得不使用桡动脉，但是这一潜在偏倚

对于≤70岁的患者，长期随访显示使用桡动脉可使其

并不会影响研究的主要终点。正如研究流程图中说明

远期死亡风险绝对值降低43%。对于＞70岁的患者，

的那样，有大量患者因为数据缺失而被排除。然而，

使用桡动脉与SVG相比不存在任何生存获益，表明其

我们也对数据完整以及数据不完整（数据未报告）这

他风险因素对高龄人群生存率的影响更为突出。

两大类人群的基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和性别）以

本研究结果为当前指南推荐在低龄患者人群中
使用桡动脉提供了进一步的有力证据

[10]

。此外，与

既往关于双侧乳内动脉血管桥生存率与年龄相关性
的研究

[15,16]

一样，本研究数据为明确桡动脉桥血管生

存获益消失的年龄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

及远期死亡率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两组间并无显著
差异，这表明因为数据不完整而被排除的人群不会对
研究的最终结果造成显著影响。
由于缺少具体死亡原因及血管桥通畅率的数
据，我们尚无法完全明确桡动脉血管桥的术后生存

尽管在高龄人群中的优势尚不能完全排除，但在

率改善作用。尽管如此，全因死亡率一直被推荐作

具有足够统计效力、恰当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出

为冠状动脉干预研究的终点，并被认为比死因别死

现之前，此类人群中桡动脉取材的复杂性提示医师要

亡率更可靠 [19] 。然而，这只是与高龄人群相关的众

根据患者个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桥血管。

多预后结局之一，而本研究并没有对其他重要的结局

Muneretto及其同事

[17]

纳入了160例＞70岁的患

进行分析，例如生活质量的改善、心肌梗死或心绞痛

者，并进行了一项比较桡动脉和SVG的前瞻性随机试

复发，以及需要再次血运重建。此外，我们没有桡动

验。在平均16个月的随访后，桡动脉组患者血管造影

脉移植前靶血管狭窄程度的数据，而竞争性血流的存

显示的通畅率更高，而心绞痛复发的比例更低。由于

在使其成为一个影响血管桥通畅性的已知因素[6]。

随访时间较短及样本数量的限制，研究者无法评估桡

总之，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桡动脉能够显著改

动脉对远期死亡率的影响。然而，所有病例使用桡动

善＜60岁患者的远期生存率，并且这一生存获益可一

脉血管桥后都获得了完全的动脉血运重建；这一结果

直延伸至70岁。基于这些数据，尽管需要针对每例患

或许可以部分归因于在高龄患者中使用桡动脉仍存在

者情况选择个体化的手术策略，但对于接受首次、单

一定的临床益处。

纯CABG的70岁以下患者来说，桡动脉桥血管的使用

Habib及其同事

[18]

最近的报告指出，从短期随访

应视为最佳选择。

的结果来看，高龄患者使用桡动脉与SVG相比的益处

本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指导接受CABG患者的手术

反而高于低龄患者。这一有争议的结果很可能与其在

治疗，并且可能有助于改进目前的指南（推荐使用桡

患者选择和风险校正方面的固有偏倚相关。仅在生存

动脉桥血管时未考虑年龄因素）[10]。

曲线的早期观察到了桡动脉组与SVG组的主要差异。
这表明主要是患者自身的风险特征（而不是桡动脉的
远期效应）使两组间的生存率产生差异。

我们衷心地感谢研究期间给予指导建议的
P a p w o r t h 医 院 的 心 血 管 手 术 医 师 ： S . B i l l i n g , P.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一项回顾性、单

Catarino, C. Choong, M. Codispoti, K. Dhital, J.

中心的研究，对研究对象在16年中的临床结局情况进

Dunning, T. English, A. Goodwin, P. Jansz, D. Jenkins,

行了分析。因此，其结论可能无法推广应用于其他研

S. Large, N. Moorjani, K. Nair, S. Nashef, C.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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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itchie, B. Rosengard, C. Sudarshan, S. Tsui, J.

讨论

Wallwork, 和F. Wells。
Dr Stephen Fremes（Toronto, Canada ）：我很感谢作

参考文献

者预先给我审阅此手稿。
作者通过单中心观察性研究探讨了桡动脉血管桥在不
同年龄组患者中的益处。具体桥血管的选择取决于会诊医
师。从英国注册总局获取的远期死亡信息是研究的主要终
点。作者通过使用复杂、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尽可能减
少了分析过程中的偏倚。配对人群的平均随访时间长达5.7
年。研究证实应用桡动脉桥血管可改善患者的总体生存，
然而这一生存获益仅存在于70岁以下患者中。
关于在高龄人群中使用动脉（包括桡动脉和双侧乳内
动脉）进行移植的恰当性和附加值，既往文献报告的结果
并不一致。对此，我有一些疑惑，并将在下面逐一提问。
首先，在16年的观察期中，总共有超过16 000例患者
在Papworth医院接受了初次、单纯CABG；然而，该研究
仅纳入了9000多例患者，而有超过4000例患者因为用于桥
血管的动脉信息缺失而被排除在研究之 外。您认为这会对
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吗？
Dr Benedetto：缺失信息的患者数量在研究的每一阶
段都差不多。我们曾经将缺失的信息对研究造成的影响进
行评估，即对信息不完整的患者的远期死亡率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与纳入研究的患者远期死亡率无差异。这是我们
确定研究结论可靠的唯一手段，尽管信息缺失的患者数目
很大。不过，剩下的样本数量仍然很大，足以让我们得到
可靠的结论。
Dr Fremes：谢谢您的解释。对于观察到的结果可能还
存在偏倚，即患者第二桥血管的选择取决于会诊医师。换言
之，医师会在低龄人群中优先使用桡动脉，而这个人群本身
再血管化效果就很好；在高龄人群中，很多情况下医师是在
没有其他方案的情况下才应用桡动脉。您认为这一偏倚有助
于解释高龄人群无法从桡动脉血管桥中受益吗？
Dr Benedetto：本研究中使用了完全的倾向配对以尽
可能地减小因治疗方案选择产生的偏倚——这是一个在所
有回顾性研究中都存在的偏倚。 此外，因为无法取用静脉
桥血管导致医师不得不选用桡动脉进行移植的情况并不
多，这从大部分使用桡动脉作为第二桥血管的患者还同时
使用了SVG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还评估了外科医师经验水平的影响，以及外科医
师对桡动脉作用最终评估的影响，结果发现外科医师因素
对远期生存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涉及这项研究的医
师数量，我们决定不将单个的医师作为校正因素，而将手
术年份作为校正因素，因为我们发现手术死亡率和手术年
份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手
术死亡率随之降低。这可能与医师的经验相关。
Dr Fremes：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风险竞争的理念，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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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假定这就是您用于解释高龄人群无法从桡动脉血管桥中受

看，这或许不适用于患者患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情况。就像

益的原因。换言之，随着患者年龄增大，非心血管事件导致

Steve Fremes所说的那样，手术效果与桡动脉的质量相关，

的患者死亡率也随之升高。所以阐明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

有周围血管疾病的患者，其桡动脉质量可能较差，所以我怀

是核对每一患者的死因，确定其是否死于非心血管事件。您

疑有周围血管疾病的高龄患者死于其他病因，这就能解释为

们是否计划分析这些患者的死因别死亡率？

什么桡动脉血管桥不能使高龄患者受益了。

Dr Benedetto：我们分析数据的时候，发现没有关于
患者死因的可靠数据，所以我们决定将全因死亡作为研

但是并不否认这是一个好的演讲。而且我们将再次讨
论我们最终完成的数据。

究终点。我们将会继续尝试完善获得的数据，使其纳入具

Dr Benedetto：谢谢您的提问。最近一项研究报告，

体死亡原因这一参数。不过，我们之所以决定将全因死亡

即使在高龄患者中使用桡动脉或许仍存在优势。然而，通

作为研究终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已公认，在回顾

过对生存曲线的观察，我们发现两组之间的主要生存率差

性研究中，全因死亡是最有力且无偏倚的治疗作用评估指

异只存在于低龄患者。由于死亡率的主要差异存在于手术

标。所以，我们确信在本项回顾性研究中，全因死亡在评估

时年龄较低的患者，因此我们更应关注接受桡动脉和SVG

桡动脉作用方面是比心血管特异性死亡更为可靠的指标。

患者的手术特征。我认为在进行回顾性分析时需要进行严

不过，我们也同意您的观点，所以我们接下来打算进

格、可靠的校正，从而确保在相似的人群中进行研究。在

一步完善我们的数据库，尝试纳入具体死亡原因这一参数。

回顾性研究中，要校正所有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是

Dr Fremes： 我还有两个问题。之所以在高龄患者中

比较困难的，因为接受桡动脉的患者确实可能在很多方面

使用桡动脉血管桥不如低龄患者具有优势，一个可能的解

与接受SVG血管桥的患者存在差异。因此，您所提到的这

释是桡动脉管壁增厚，出现了斑块。在我工作的医院里，

些结果不一致的研究中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经常使用多普勒超声探查老年患者桡动脉是否存在不规则

Dr Codispoti：作为本文的另一位资深作者，我将

现象，并评估尺侧侧支循环的代偿能力。请问在Papworth

Fremes医师的问题进行深度 解答，并解释本研究结果对

医院对这方面是怎样进行评估的？

Papworth医院临床工作的指导意义。本研究想要解决的问

Dr Benedetto：我们在手术前最常用的评估手段就是

题，是哪些患者通过桡动脉血管桥能够受益，而且目前已

Allen试验。在术中获取桡动脉之前，我们会在暂时闭塞桡

经取得了扎实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会对年龄小于

动脉的情况下监测指端的血氧饱和度，从而对Allen试验的

70岁的患者选择桡动脉桥血管还是更多的动脉桥血管采取

结果再次确认。我们不会在术前对桡动脉进行超声多普勒

一致的策略。我们很期待Phil Hayward的墨尔本团队将在明

检查。对于年龄超过70岁的患者，桡动脉出现粥样斑块是

年公布的结果。

有可能的，这确实可能是影响高龄患者术后生存率的一个
重要原因。

Dr Pieter Kappetein（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
您们在最后的结论中提出了进行一项随机试验的想法。让

Dr Fremes：最后，基于您们研究的结果，Papworth医

我们先来看看David Taggart的试验，他将患者随机分为采

院的医师们对由他们诊治的高龄患者在桥血管的选择方面

用双侧乳内动脉血管桥和单侧乳内动脉血管桥组，但是分

会做出怎样的建议呢？

到双侧乳内动脉血管桥组的患者中最终有16%只使用了单

我希望AATS优先讨论这一有人气的论文。

侧乳内动脉进行血管移植。所以，两组间存在不少交叉，

Dr Benedett o：要改变某位医师已经形成的对桥血管

这使得该项研究的统计效力大大降低。解决这个问题的唯

的选择观点很难，因为直至此时我们仍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来

一办法就是将其视为已治疗人群来进行分析。您们对此有

指导除了LITA以外的桥血管选择。我希望在本研究结果的基

何见解？将如何设计比较桡动脉与SVG的随机研究？

础上，医师们能够比现在更多地选择动脉作为桥血管。

Dr Benedetto：这是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在

Dr Philip Hayward（Melbourne, Australia ）：感谢您

进行一项比较SVG血管桥和桡动脉血管桥的随机对照研究

非常好的演讲。众所周知，本随机试验在引用您的荟萃分

之前，需要更好地理解之前采用相似结果评估方法的随机

析后的中期随访结果并未显示出任何生存获益。但是，我

对照研究中，为什么会观察到如此不同的结果。我相信造

同意Steven Fremes所说的。

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他们的研究设计存在差异。不过，医

Brian Buxton等基于墨尔本数据库的研究纳入了约10 000

师个人的技术水平、围术期管理和钙通道阻滞剂的应用等

例患者，对全动脉血管桥与动静脉混合血管桥进行了比较。

也有可能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所以，在开始随机对照

我们的发现与您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即全动脉血管桥的获益

研究之前，我们需要真正了解之前的随机研究结论为什么

与患者年龄无关。不过，根据您的建议和我们数据的情况来

会存在差异。

（骆涛波 译 倪一鸣 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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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摘要）

应用综合性节约用血方案的儿童心脏手术的术后发病率由输血决定
Blood transfusion determines postoperative morbidity in pediatric cardiac surgery
applying a comprehensive blood-sparing approach
Matthias Redlin, Marian Kukucka, Wolfgang Boettcher, et al.

丛壮壮 译 景华 校
目的：最近我们提出在儿童心脏手术中应用综合性节约用血方案，结果71例（25%）婴幼儿未输血，68例（24%）婴
幼儿术后输血，149例（52%）婴幼儿术中输血。我们拟对同一患者队列分析输血对术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
方法：Kaplan-Meier曲线用于评估输血对机械通气时间和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滞留时间的影
响。多变量模型用于评估输血是否为机械通气时间和ICU滞留时间的独立决定因素。另外，在输血的婴幼儿亚组
还评估了浓缩红细胞用量的效果。
结果：未输血组、术后输血组及术中输血组的机械通气中位时间分别为11小时（四分位数间距，9~18小时）、33小时
（四分位数间距，18~80小时）和93小时（四分位数间距，34~161小时）
（P <0.00001）。相应的ICU中位滞留时间分别
为1天（四分位数间距，1~2天）、3.5天（四分位数间距，2~5天）、8天（四分位数间距，3~9天；P <0.00001）。术中输血
组和术后输血组早期拔管的多因素风险比分别为0.24（95%可信区间，0.16~0.35）和0.37（95%可信区间，0.25~0.55）
（P <0.00001）。此外，体外循环时间、体重、需要再次手术、体外循环期间血红蛋白水平等均对机械通气时间有影响，
且在ICU滞留时间上也有类似的结果。在输血婴幼儿亚组中，浓缩红细胞的用量也是机械通气时间和ICU滞留时间的
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输血率和输血量显著影响儿童心脏手术患儿的术后发病率。虽然是回顾性分析，这些结果依然可以促进临
床医师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应用综合性节约用血方案。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537-42）

Norwood一期手术中采用同种股静脉重建新主动脉的一项随访研究
Femoral vein homograft for neoaort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Norwood
stage 1 operation: A follow-up study
Thomas J. Seery, Pranava Sinha, David Zurakowski, et al.

陆兆辉 译 徐志伟 校
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我们利用冷冻同种股静脉管道与标准生物材料管道在Norwood一期手术主动脉重建中的
经验。
方法：对2004年9月到2011年4月期间进行Norwood手术的所有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n=107）。患者分为A组（冷
冻同种股静脉组，n=72）或B组（其他，n=35）。对所有可用的影像学资料进行组内分析和因次分析。并对标准套
袖吻合技术和管道吻合技术两种手术技术进行对比。
结果：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采用生物材料而不是股静脉[P = 0.01，风险比，3.0；95%可信区间（conf idence
inter val，CI），1.4 ~ 6.4]，一期手术时年龄小于2.5 kg（P = 0.01，风险比，3.7；95% CI，1.7~7.8）及需要体外膜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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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合器支持（P <0.01，风险比，13.8；95%CI，5.9~31.9）是总死亡率的显著独立危险因素。当采用自体管道端侧
吻合重建新的升主动脉时，股静脉管道与其他生物材料相比，48个月后的晚期生存率有显著改善（A组75% vs.
B组44%，P = 0.03）；当使用同种管道套袖技术时，两者的生存率类似（A组67% vs. B组46%；P = 0.85）。两组新
主动脉再狭窄的发生率类似（A组25/59例，42% vs. B组12/26例，46%；P = 0.81）。两组中采用两种改良技术的
患儿术后新主动脉的直径都有显著的增长[管道移植二期术前与三期术前相比：A组分别为10.61±1.93 m m和
13.74±3.16 mm（P <0.001）；B组分别为13.93±6.71 mm和17.38±5.92 mm （P <0.049）；套袖吻合技术的二期
术前和三期术前相比：A组分别为13.98±2.13 mm和19.09±4.18 mm（P =0.002）；B组分别为16.06 ±3.05 mm
和19.73±2.93 m m （P <0.001）]。在随访过程中采用同种管道套袖吻合技术的新主动脉Z值较大，采用同种材
料管道吻合技术也可以使其维持在适度的水平。
结论：Nor wo o d一期手术中，采用同种股静脉管道可以改善生存率，尤其是采用端侧吻合重建新主动脉这一
技 术。相对于常 规使用的生物 材 料，自体肺静脉的主动脉再 狭窄率与其 类似。采用股 静脉管道时，与躯体的
生长相比，新主动脉的生长或扩张速度有显著改善。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550-6）

胸外科手术（摘要）

电视胸腔镜肺切除术中液体处理方案：
关于尿量和术后肾功能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Fluid management during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for lung resec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effects on urinary output and postoperative renal function
Idit Matot, Elia Dery, Yuri Bulgov, et al.

孙大强 译 张逊 校
背景：围术期输液增多是肺切除术后肺损伤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在临床实践中，液体疗法主要根据尿量指导
调整；然而已有报告指出，在麻醉和手术期间，由血浆容量扩张所致的利尿反应减弱。因此，我们推测，接受电
视辅助胸腔镜手术的患者，不同的术中液体处理方案不会像在非手术情况预计的那样影响尿排量。此外，如这
些手术所示，限制围术期液体输入不会损害肾功能。
方法：102例接受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的患者被随机为两组，分别接受术中高[8 ml /（kg·h）；n=51]或低[2 ml /
（kg·h）；n=51]剂量的乳酸林格氏液。主要终点是术中尿量。次要终点包括术后血清肌酐水平和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
结 果：人口统 计 学 和 手术 数 据 有组 间 可 比 性 。尽管 术中 液 体 输 入 量不 同（均 数±标 准 差，21 31±8 5 0 v s .
1035±652 ml，分别在高、低组；P <0001），但尿量相似（平均300 ml）。围术期血清肌酐水平在术后显著降低，
组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对于接受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的患者，2~8 ml/（kg·h）范围之间的补液量对术中尿量及术后肾功能无影
响。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围术期通过增加补液量来增强利尿的观念应该摒弃。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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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支气管胸膜瘘的保守治疗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of postoperative bronchopleural fistulas
Mohamed Sadok Boudaya, Hanène Smadhi, Hazem Zribi, et al.

孙大强 译 张逊 校
目的：支气管胸膜瘘是肺切除术后的严重并发症，具有很高的死亡率。支气管胸膜瘘的治疗目前仍面临诸多挑
战。缺乏共识表明没有最佳治疗方案可用，但经内镜封闭瘘口可以避免广泛的、具有潜在危险的手术。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1995~2010年间全肺切除术（n=2）或肺叶切除术（n=15）术后发生支气管胸膜瘘的17例（男
性15例和女性2例）患者。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0岁（范围，14~75岁）。原发疾病为恶性者4例，非恶性者13例。
结果：手术至发生瘘的平均间隔时间为20天（范围，5~270天）。导致支气管胸膜瘘诊断的临床症状包括：持续性漏
气者2例，持续性漏气伴脓胸者3例，仅有脓胸者11例、呼吸困难者1例。瘘口平均大小为3.3 mm（范围，2~9 mm）。处
理方案包括定向的胸腔引流、足量的抗生素治疗、经可弯曲支气管镜（纤维支气管镜）局部应用硝酸银对瘘口进行内
镜下封闭（3~15次，每周3次）。16例患者瘘口成功闭合，1例失败并死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结论：支气管胸膜瘘是胸外科手术的一个严重并发症。联合应用胸腔引流、足量的抗生素治疗、经可弯曲支气管
镜（纤维支气管镜）粘膜涂抹硝酸银的治疗方式是一种有效的选择，可以避免广泛的外科干预。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575-9）

获得性心血管病（摘要）

主动脉根部置换术后再次主动脉根部置换术的临床结局
Clinical outcomes of aortic root replacement after previous aortic root replacement
Luis Garrido-Olivares, Manjula Maganti, Susan Armstrong, et al.

金振晓 译 易定华 校
目的：研究旨在分析主动脉根部置换术后再次主动脉根部置换术的短期及长期临床结局。
方法：1985年9月至2011年2月，连续84例再次主动脉根部置换术患者纳入本研究。患者平均年龄46±15岁（范围，
19~80岁），男性占86%。再次手术的主要指征为主动脉瓣生物性衰老、人工生物主动脉瓣衰老和人工瓣膜性心内
膜炎。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鉴定影响总体生存率的危险因素。
结果：手术死亡率为6%（5例）。围术期合并 症包括心肌梗 死 者2例，低 心排 综 合征者7例，脓毒 血症者3例，
肺 部 并发症者7例，肾衰竭者3例，因出血或心脏填塞再次手术 者5例，胸 部切口表浅感染者3例，经静脉永久
性 起搏器植入者8例和卒中者1例。K a pla n -Meie r生存曲线分析，5、10 和12 年生存率分别为82 . 5%±4.7%、
72.5%±6.4%和65.0%±7.6%；免于三次手术的比率分别为10 0%、92.3%±5.2%和92.3%±5.2%；瓣膜相关
的死亡率分别为93.1%±3.4%、90.8%±4.0%和86.2%±5.8%。随访期间，瓣膜相关死亡有7例。年龄增加5岁
（相对风险比，1.205；95%可信区间1.036 ~1.401）和人工瓣膜性心内膜炎（相对风险比，2.662；95%可信区间
1.054~ 6.724）是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主动脉根部置换术后再次主动脉根部置换术的手术死亡率和围术期死亡率都相对较低，但是长期生存率不
够理想。年龄增加和人工瓣膜性心内膜炎是生存率的不良影响因素。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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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处理（摘要）

临时性右心室机械循环辅助治疗危重患者的右心室衰竭
Temporary right ventricular mechanical circulatory support for the management
of right ventricular failure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Nadia Aissaoui, Michiel Morshuis, Michael Schoenbrodt, et al.

姚兵 译 达嘎 校
背景：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植入后，右心室衰竭的治疗仍然没有实证依据。近
期有报道认为临时性循环辅助用于治疗LVAD植入术后发生的右心室衰竭有价值，但只在少数患者或个别病例中
有报道。研究者在此报告了在LVAD植入术后患者使用临时性右心室辅助装置（righ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s，
RVADs）的经验。
方法：2001年至2011年之间，在Bad Oeynhausen胸心血管外科诊所接受植入LVAD的488例患者中，有45例（9%）
发生右心室衰竭，需要安装临时RVAD。研究者分析了术前数据、6个月时的并发症、死亡率和死亡危险因素。
结果：需要安装临时RVAD的LVAD患者年龄比443例只接受LVAD的患者年轻，这些患者中需要机械通气和血
液滤过治疗的较多，并且他们的Michigan右心室危险评分较高。需要安装临时RVAD的LVAD患者在6个月时的
死亡率显著高于仅接受LVAD的患者（53% vs. 25%；P <0.001）。单变量的死亡危险因素有高血尿素氮水平和高
C反应蛋白浓度、术前机械通气、术前血液滤过、最终治疗方法、使用临时性RVAD、右心室衰竭的进展。多变量
分析结果未能发现确切的死亡预测因素。
结论：LVAD植入术后右心室衰竭的进展是一个与高死亡率相关的严重问题。可以考虑临时性右心室机械辅助来
治疗这些病情严重的LVAD植入者的术后右心室衰竭。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3;146:1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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