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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的影响因素研究
金秋水，严中亚
【摘要】

背景

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是治疗心脏瓣膜病的主要手段，而术中复温阶段心脏能否自动复跳常关

系到手术的成败，其影响因素一直备受临床关注。目的

探讨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2018 年 7 月安徽省立医院收治的心脏瓣膜病并行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患者 413 例，按照术中复

温阶段心脏是否自动复跳分为自动复跳组（n=254）和非自动复跳组（n=159）。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指

数（BMI），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呼吸系统疾病、血栓性疾病、房室传导阻滞发生情况，左心室舒张末期
内径（LVEDD），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肺动脉收缩压（PASP），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手术方式〔包
括二尖瓣置换术（MVR）、主动脉瓣置换术（AVR）、二尖瓣联合主动脉瓣置换术（DVR）〕，主动脉阻断时间，术
中输库存血量；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年

龄，BMI，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房室传导阻滞发生率，PASP，主动脉阻断时间，术中输库存血量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性别、肾功能不全及血栓性疾病发生率、LVEDD、LVPWT、LVEF、手术方

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肾功能不全〔OR=5.630，95%CI（1.342，

23.612）〕、LVPWT ≥ 13 mm〔OR=2.249，95%CI（1.103，4.583）〕、LVEF<50%〔OR=3.164，95%CI（1.732，5.780）〕、
AVR〔OR=2.717，95%CI（1.456，5.071）〕、DVR〔OR=2.581，95%CI（1.427，4.665）〕是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
心脏自动复跳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肾功能不全、LVPTW ≥ 13 mm、LVEF<50%、涉及主动脉瓣置换的术式

是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复跳的危险因素，临床应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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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Open-heart valve replacement is the main therapeutic measure of valvular heart disease，

however intraoperative automatic heart resuscitation at rewarming stag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urgical success or
failure，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ttract much clinical attention. Objective
heart resuscitation during open-heart valve replacement. Method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utomatic

A total of valvular heart disease patients underwent open-

heart valve replacement were selected in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7 to July 2018，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group（with automatic heart resuscitation，n=254）and B group（without automatic heart resuscitation，n=159）

according to the incidence of intraoperative automatic heart resuscitation at rewarming stage. Gender，age，BMI，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diabetes，renal insufficiency，respiratory disease，thrombosis disease and atrioventricular block，LVEDD，

LVPWT，PASP，LVEF，surgical procedures〔including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MVR），aortic valve replacement（AVR）
and double valves replacement（DVR）〕，aortic-cross clamping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stored blood transfusion volum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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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resuscitation during open-heart valve replace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BMI，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diabetes，respiratory disease or atrioventricular block，PASP，aortic-cross clamping time

or intraoperative stored blood transfusion volu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while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gender，incidence of renal insufficiency and thrombosis disease，LVEDD，LVPWT，LVEF and surgical procedu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renal insufficiency〔OR=5.630，95%CI
（1.342，23.612）〕，LVPWT ≥ 13 mm〔OR=2.249，95%CI（1.103，4.583）〕，LVEF<50%〔OR=3.164，95%CI（1.732，

5.780）〕，AVR〔OR=2.717，95%CI（1.456，5.071）〕and DVR〔OR=2.581，95%CI（1.427，4.665）〕were risk

factors of automatic heart resuscitation during open-heart valve replacement（P<0.05）. Conclusion

Renal insufficiency，

LVPWT ≥ 13 mm，LVEF<50% and surgical procedures involving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are risk factors of automatic heart
resuscitation during open-heart valve replacement，which should be pay more clinical attention to.

【Key words】 Heart valve diseases；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Automatic heart resuscitation；Root cause analysis

心脏瓣膜病是一种常见心脏疾病，在我国其多由风
湿热引起。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我国退行
性瓣膜病患病率出现上升趋势［1］。目前，心内直视瓣膜
置换术是心脏瓣膜病的主要治疗方法，但术中复温阶段
心脏能否自动复跳常关系到手术的成败，也一直是广大
心外科医师所关注的。有研究表明，心脏复跳困难多出
现于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2-3］。本研究旨在探讨心内
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
高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率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7 年 9 月—2018 年 7 月于安徽
省立医院经心脏彩超确诊的心脏瓣膜病并行心内直视瓣
膜置换术患者 413 例。纳入标准：（1）年龄≥ 18 周岁；
（2）心脏瓣膜中重度狭窄或关闭不全；（3）纽约心脏
病协会（NYHA）分级为Ⅲ级以上。排除标准：（1）
因特殊情况无法耐受手术者；（2）无法获得术前、术
后完整病历资料者；（3）拒绝参加本研究者。按照术
中复温阶段心脏是否自动复跳将所有患者分为自动复跳
组（n=254）和非自动复跳组（n=159）。本研究经安
徽省立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所有患者采用静脉复合吸入麻醉，采取传
统胸骨正中切口、胸腔镜下肋间切口、胸骨上段小切口
等入路至心脏表面建立体外循环。术中视患者具体情
况，灵活运用主动脉根部顺行灌注方法、冠状静脉窦逆
行灌注方法、冠状动脉直视灌注方法等灌注冷血停搏
液，心脏停搏满意后经右上肺静脉做小切口并置入左心
引流管，取右心房 - 房间隔切口、主动脉根部切口分别
探查病变的二尖瓣、主动脉瓣，并选择大小合适的人工
瓣膜行瓣膜置换术。置换术完成后测试人工瓣膜启闭功
能，正常后缝合切口、复温、保持头低位、主动脉根部
排气，开放升主动脉阻断钳，观察心脏是否能自动复跳，
若不能自动复跳则采用飞利浦 Heartstart XL+ 除颤仪，
选择 20 J 或 30 J 行 1 次或多次电除颤以诱导心脏复跳。

术中每 20 min 灌注 1 次冷血停搏液，持续监测桡动脉
压、中心静脉压、鼻温、肛温、电解质、血气分析指标
等，必要时可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平均动脉压。复温

至鼻咽温度 >32 ℃。开放主动脉时间 >20 min。≥ 1 次
电除颤后心脏复跳并且恢复至节律性搏动定义为非自动
复跳，≥ 3 次以上电除颤仍不能自动复跳或复跳后反复
出现顽固性心室颤动者定义为复跳困难［1］。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指数
（BMI），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呼吸系统疾
病、血栓性疾病、房室传导阻滞发生情况，左心室舒张
末期内径（LVEDD），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
肺动脉收缩压（PASP），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手术方式〔包括二尖瓣置换术（MVR）、主动脉瓣置换
术（AVR）、二尖瓣联合主动脉瓣置换术（DVR）〕，
主动脉阻断时间，术中输库存血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χ2 检验；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
脏自动复跳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单因素分析 两组患者年龄，BMI，高血压、糖尿
病、呼吸系统疾病、房室传导阻滞发生率，PASP，主
动脉阻断时间，术中输库存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患者性别、肾功能不全及血栓性疾
病发生率、LVEDD、LVPWT、LVEF、手术方式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多因素分析 以术中心脏自动复跳为因变量，以
性别、肾功能不全、血栓性疾病、LVEDD、LVPET、
LVEF、手术方式、主动脉阻断时间为自变 量（变量
赋值见表 2）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肾
功 能 不 全、LVPWT>13 mm、LVEF<50%、AVR、DVR
是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的危险因 素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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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utomatic heart
resuscitation during open-heart valve replacement
性别〔n（%）〕
女
年龄〔n（%），岁〕
≥ 60

BMI〔n（%），kg/m 〕
2

≥ 25
<25

高血压〔n（%）〕
有
无
糖尿病〔n（%）〕
有
无
肾功能不全〔n（%）〕
有
无
呼吸系统疾病〔n（%）〕
有
无
血栓性疾病〔n（%）〕
有
无
房室传导阻滞〔n（%）〕
有

144（56.7） 68（42.8）
105（41.3） 59 （37.1）

149（58.7） 100（62.9）
73（28.7） 54（34.0）

181（71.3） 105（66.0）
40（15.7） 25（15.7）

214（84.3） 134（84.3）
16（6.3）

9（5.7）

238（93.7） 150（94.3）
3（1.2）

8（5.0）

251（98.8） 151（95.0）
40（15.7） 22（13.8）

214（84.3） 137（86.2）
64（25.2） 26（16.4）

190（74.8） 133（83.6）
24（9.4）

17（10.7）

无

230（90.6） 142（89.3）

≥ 56

114（44.9） 88（55.3）

LVEDD〔n（%），mm〕
<56

LVPWT〔n（%），mm〕
≥ 13

140（55.1） 71（44.7）
16 （6.3）

32（20.1）

<13

238（93.7） 127（79.9）

≥ 70

39（15.4） 20（12.6）

PASP〔n（%），mm Hg〕
<70

215（84.6） 139（87.4）

<50

27（10.6） 39（24.5）

LVEF〔n（%），%〕
≥ 50

227（89.4） 120（75.5）

MVR

162（63.8） 60（37.7）

DVR

42（16.5） 48（30.2）

手术方式〔n（%）〕
AVR

≤ 120

1.252

0.263

0.000

0.981

0.070

0.791

5.592

0.018
0.597

4.488

0.034

0.169

0.681

4.285

0.038

18.200 <0.001
0.615

0.433

14.068 <0.001
26.841 <0.001

36（14.2） 29（18.2）

218（85.8） 130（81.8）

术中输库存血量（x±s，U） 4.9±4.4

5.0±4.6

1.219

0.270

-0.221a 0.825

注：BMI= 体质指数，LVEDD= 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PWT=
左心室后壁厚度，PASP= 肺动脉收缩压，LVEF= 左心室射血分数，
MVR= 二尖瓣置换术，AVR= 主动脉瓣置换术，DVR= 二尖瓣联合主
动脉瓣置换术；a 为 t 值；1 mm Hg=0.133 kPa

赋值

男 =0，女 =1
否 =0，是 =1
否 =0，是 =1

血栓性疾病
LVEDD

<56 mm=0，≥ 56 mm=1

LVEF

≥ 50%=0，<50%=1

LVPWT

<13 mm=0，≥ 13 mm=1
MVR=1，AVR=2，DVR=3

手术方式

<120 min=0，≥ 120 min=1

主动脉阻断时间

否 =0，是 =1

术中心脏自动复跳

表 3 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utomatic heart resuscitation during open-heart valve replacement
变量
性别
肾功能不全

0.280

http：//www.syxnf.net

表 2 变量赋值
Table 2 Variable assignment

肾功能不全

0.392

50（19.7） 51（32.1）

主动脉阻断时间〔n（%），min〕
>120

0.731

No.1

性别

110（43.3） 91（57.2）

男

<60

变量

自动复跳 非自动复跳
χ2
组（n=254） 组（n=159） （t）值 P 值
7.591 0.006

临床特征

January 2019，Vol.27

血栓性疾病
LVEDD

LVPWT
LVEF

手术方式（以 MVR 为对照）
AVR
DVR
主动脉阻断时间

β

SE

-0.471

0.246

-0.426

0.286

1.728

-0.039
0.810
1.152

0.731
0.245
0.363

Waldχ2 值

P值

OR（95%CI）

3.667

0.056 0.624（0.385，1.011）

2.213

0.137 0.653（0.373，1.145）

5.581
0.025
4.978

0.018 5.630（1.342，23.612）
0.874 0.962（0.596，1.554）
0.026 2.249（1.103，4.583）

0.307

14.032

<0.001 3.164（1.732，5.780）

0.948

0.302

9.847

0.002 2.581（1.427，4.665）

0.282

0.273

1.069

0.301 1.326（0.777，2.263）

1.000

0.318

9.864

0.002 2.717（1.456，5.071）

3

讨论
心脏瓣膜病指心脏瓣膜因风湿热、退行性病变、
先天性畸形、心肌缺血 / 梗死后遗症等所导致的心脏瓣
膜功能障碍，最常受累的瓣膜为二尖瓣，其次为主动
脉瓣［1］。心脏瓣膜功能障碍所致长期血液异常流动可
加重心肌负担，引起心脏结构改变，最终引发心力衰竭
甚至猝死。尽管近年来以介入技术为代表的微创瓣膜手
术技术日趋成熟，但是对于病程长、病情重、心脏结构
变异复杂的患者，传统的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瓣膜置换
术依然是手术治疗心脏瓣膜病的首选［4］。心内直视瓣
膜置换术中需要运用体外循环技术使心脏停搏以使术者
获得一个清晰稳定的术野，而复温阶段心脏能否自动恢
复节律性搏动常关系到手术的成败。因而研究有效措施
提高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率一直为广大
心外科医师所关注。
心脏和肾脏均是人体重要的器官，其具有血供丰富、
内分泌功能、受交感神经支配等共同特点［5］。笔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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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认为，与肾功能正常患者相比，术前合并肾功能不全
的患者在体外循环过程中更易出现肾脏灌注不足，从而
激活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RAAS），进而
引起组织微循环中的毛细血管强烈收缩，导致炎性因子
大量释放，活性氧自由基（ROS）与一氧化氮（NO）
比例失衡，最终导致心肌损伤［6］。此外还有研究表明，
肾脏分泌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有一定的抗氧化应
激、促进血管生成、减少心肌细胞凋亡等作用［7］，而
肾功能不全患者的 EPO 分泌量少，很难发挥以上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肾功能不全是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
心脏自动复跳的危险因素，提示肾功能不全可能导致患
者术中复温阶段心脏自动复跳困难；LVWPT ≥ 13 mm
是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的危险因素，其
可能原因为：心肌肥厚患者心腔因长期血流动力学异常
而引起心肌病理性肥大、增生，扩张能力降低，心内膜
下冠状动脉微小血管阻力增大，而新生的毛细血管导致
冠状动脉功能储备差，使停搏阶段的心肌保护液较难通
过冠状动脉系统，肥厚心肌未得到有效、均匀的灌注，
且手术过程复杂，心肌阻断时间较长，肥厚心肌缺血
缺氧并最终导致复温排气后心脏无法自动复跳或复跳
困难［8-11］。
本研究结果显示，LVEF<50% 是心内直视瓣膜置换
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的危险因素，提示术前经心脏彩超检
查提示 LVEF<50% 的患者容易在术中出现复跳困难。
笔者认为，术前 LVEF<50% 的患者常具有高龄、病程长、
病情重、多瓣膜受累等特点，且患者心脏瓣膜功能发生
障碍后心肌负荷加重，心脏无效做功，最终使心肌结构
发生病理性改变，心肌收缩性下降［8］。心内直视瓣膜
置换术中，心肌细胞不可避免地受到缺血、缺氧、炎性
反应等影响，使细胞内溶酶体发生破裂，大量溶酶体酶
释放，导致心肌组织细胞坏死和凋亡，进而增加患者术
中复温阶段非自动复跳发生风险。
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术方式是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
中心脏自动复跳的独立影响因素，相对于 MVR，AVR
难度更高，在复温阶段心脏无法自动复跳的风险更大。
主动脉瓣病变主要由先天性二叶式畸形、风湿、瓣膜钙
化等引起，目前笔者所在科室进行 AVR 一般是经主动
脉根部横行切开后由冠状动脉开口直接灌注心肌保护
液，这时若灌注压过高则可能造成冠状动脉内皮功能损
伤［12］，而病变瓣膜上脱落的钙化颗粒等也有可能阻塞
心内膜下冠状动脉微小分支，从而导致心肌保护液灌注
效果不佳。同时，由于主动脉瓣瓣环靠近希氏束，术者
也不能排除暴露术野时由于拉钩的过度牵拉或安装瓣环
时缝线进针过深而损伤希氏束［13］，进而导致复温阶段
心脏无法自动复跳甚至复跳困难。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主动脉阻断时间并未成为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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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的独立影响因素，与既
往研究结果不一致［14］，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与近年来
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的心肌保护技术不断改进有关，
目前笔者所在科室行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时需视患者病
情综合运用包括心肌表面冰屑降温、每间隔 20 min 灌
注冷血停搏液、经冠状动脉窦逆行灌注、经右上肺静脉
置左心引流等多种心肌保护措施［15-16］，有利于避免因
主动脉阻断时间过长而导致心肌损伤，提高术中复温阶
段心脏自动复跳率。
综 上 所 述， 肾 功 能 不 全、LVPTW ≥ 13 mm、
LVEF<50%、DVR、AVR 是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
复跳的危险因素，对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术前应积
极改善肾功能、必要时可补充 EPO，术中维持平均动脉
压在 70 mm Hg 以上［5］；对于术前心脏彩超检查提示左
心室肥大、LVEF 降低的患者术前应积极改善心功能，
尽可能地将患者的 LVEF 提升至 50% 以上；AVR 术中
应避免手术拉钩对主动脉瓣环的过度牵拉，应选择大小
合适的人工瓣膜，缝合瓣环时把握合适的进针深度［13］；
操作复杂且主动脉阻断时间较长的手术，术中应严格把
握心肌灌注时间间隔；灵活运用以上措施可能有助于提
高心内直视瓣膜置换术中心脏自动复跳率，但本研究为
单中心研究，结果结论仍需后续联合多中心、扩大样本
量进行验证。
作者贡献：金秋水进行试验设计与实施、资料收集
整理、撰写论文并对文章负责；严中亚进行质量控制及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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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和红细胞分布宽度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
左心房血栓形成的关系及其预测价值研究
魏傲，李强，丁玲新，谭宪华，郭东梅，辜琴，苟旖，郑曦
【摘要】

背景

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VAF）是引起血栓栓塞并发症的主要原因，左心耳是 NVAF 患者血栓形

成的主要部位，NVAF 患者左心房血栓形成的影响因素及针对性防治措施是当前研究热点之一。目的
细胞分布宽度（RDW）与 NVAF 患者左心房血栓形成的关系及其预测价值。方法

分析尿酸、红

选取 2013 年 5 月—2018 年 1 月重

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收治的疑似左心房血栓形成的 NVAF 患者 320 例，根据左心房血栓形成情况分为左心房血栓形成

组 50 例和非左心房血栓形成组 270 例。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质指数（BMI），吸烟史，饮酒史，
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冠心病病史，充血性心力衰竭、缺血性脑卒中、持续性心房颤动发生情况及心房颤动病程〕、

实验室检查指标〔包括 RDW、白细胞计数（WBC）、红细胞计数（RBC）、肌酐（Cr）、尿酸、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尿酸、RDW 与 NVAF 患者左心房血栓形成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NVAF 患者左心房血栓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绘制 ROC 曲线以评价尿酸、RDW 及二者联

合检测对 NVAF 患者左心房血栓形成的预测价值。结果 （1）两组患者年龄、性别、BMI、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
病史、糖尿病病史及冠心病病史、WBC、RBC、Cr、AST、ALT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左心房血栓形
成组患者充血性心力衰竭、缺血性脑卒中、持续性心房颤动发生率及尿酸高于非左心房血栓形成组，心房颤动病程长

于非左心房血栓形成组，RDW 小于非左心房血栓形成组（P<0.05）。
（2）Spearman 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尿酸（rs=0.536）、
RDW（rs=0.468）与 NVAF 患者左心室血栓形成呈正相关（P<0.05）。（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尿酸

〔OR=2.044，95%CI（1.459，2.864）〕、RDW〔OR=1.917，95%CI（1.325，2.780）〕 是 NVAF 患 者 左 心 房 血 栓 形
成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4）绘制 ROC 曲线发现，尿酸预测 NVAF 患者左心房血栓形成的曲线下面积为 0.80

〔95%CI（0.69，0.87）〕，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83.3%、71.4%；RDW 预测 NVAF 患者左心房血栓形成的曲线下面
积为 0.81〔95%CI（0.71，0.89）〕，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76.5%、81.3%；尿酸联合 RDW 预测 NVAF 患者左心房
血栓形成的曲线下面积为 0.84〔95%CI（0.75，0.92）〕，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88.9%、85.7%。结论

尿酸、R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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