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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三种手术矫治静脉窦型房间隔缺损的病例对
照研究
陈仁伟，罗金文，阳广贤，邓喜成，黄鹏
湖南省儿童医院 心胸外科（长沙 410007）

【摘要】 目的

总结静脉窦型房间隔缺损（SVASD）合并部分性肺静脉异位连接（PAPVC）外科治疗的方

法，比较其临床结果。方法 200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49 例 SVASD/PAPVC 患者进入本研究。肺静脉异位连
接位置位于右房者 9 例，位于右房与上腔静脉连接部者 12 例，位于上腔静脉者 28 例。根据手术方式分为三组，A
组 29 例采用单片心包补片修补，B 组 12 例采用双片心包补片修补，C 组 8 例将上腔静脉近心端引入左房、上腔静
脉远心端与右心耳吻合（Warden 手术）进行矫治。结果 手术效果满意，心内无残余分流，无手术死亡病例，无
再手术者。无肺静脉回流梗阻病例出现。随访 6 月–15 年，术后 7 例上腔静脉流速增高，其中 A 组 4 例（13.9%），
B 组 2 例（16.7%），C 组 1 例（12.5%）。术后 9 例窦房结功能异常，其中 A 组 3 例（10.3%）（随访恢复窦性心律），B
组 4 例（33.3%）（随访 3 例恢复窦性心律，1 例为结性心律），C 组无窦房结功能异常病例出现。结论 SVASD 多
伴有右侧肺静脉异位连接，矫正 SVASD 时应注意防止上腔静脉和右侧肺静脉回流梗阻，并避免影响窦房结功
能，选择适当的手术方式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Warden 手术能有效避免窦房结功能的影响，对于异位连接位
置位于上腔静脉高位者，Warden 法应作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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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窦型房间隔缺损（SVASD）占所有房间隔

合并畸形包括：多孔 ASD 3 例，永存左上腔静脉进

缺 损 的 10%， 常 位 于 上 腔 静 脉 （ SVC） 与 右 心 房

入冠状静脉窦 5 例，动脉导管未闭 4 例，室间隔缺

（RA）交界处，且常合并部分性肺静脉异位连接

损 2 例。胸部 X 线片提示：所有患者的心影均有

（PAPVC） [1]。由于 PAPVC 的位置变化多样，使得

不同程度的增大，肺血增多。心电图示：窦性心

SVASD 合并 PAPVC 的手术方式也有多种变化，常

律，右心房、右心室增大。所有患者均行心脏超声

见方法包括单片法和双片法[2]。自 1984 年 Warden

心动图检查。49 例患者心脏超声检查明确诊断 37

等首次报道以来，Warden 法已经得到普及，且能有

例，10 例行心脏增强 CT 检查明确诊断，漏诊 2

效避免肺静脉和 SVC 梗阻以及窦房结功能障碍。

例。

本研究总结我科 SVASD 手术的病例，探讨三种不
同手术方式对于肺静脉和上腔静脉回流以及窦房
结功能的影响。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 49 例患者进入
本 研 究 （ 下 腔 型 ASD 合 并 PAPVC 未 进 入 本 研
究）。男 21 例，女 28 例；年龄 5 个月～14 岁，平
均年龄（4.7±2.1）岁；体重 4.2～41（21.3±10.2）kg。
肺静脉异位连接位置位于右房者 9 例，位于右房与
上腔静脉连接部者 12 例，位于上腔静脉者 28 例。
DOI：10.7507/1007-4848.201712004
通信作者：陈仁伟，Email：chenrenwei@sina.com

1.2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常温或浅低温体外循环和心脏
停搏下进行手术，上腔静脉插管采用金属直角插管
置于上腔静脉与无名静脉连接处，主动脉与下腔静
脉插管无特殊。ASD 直径 8～22 mm，位于上腔静
脉与右心房交界处。除 5 例左上腔静脉回流入冠
状静脉窦患者未处理外，其余合并畸形同期矫正。
根据手术方式分为三组，A 组单片法 29 例，B 组双
片法 12 例，C 组 Warden 法 8 例。
1.2.1 单片法

肺静脉异位连接位置位于右房者 9

例，位于右房与上腔静脉连接部者 12 例，以及右上
肺静脉单一开口位于上腔静脉近心端者 8 例，采用
单片法。取自体心包补片修补 ASD，同时将右侧异
位连接的肺静脉隔入左心房，其中 8 例行 ASD 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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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双片法

12 例右上肺静脉开口位于上腔静

分流等并发症。

脉近心端 1.5–2 cm 之内者，采用双片法。将右心房

单片法主要适用于肺静脉异位连接位置位于

切口延长至上腔静脉右侧缘，自体心包补片修补

右房或 SVC 近端患者。如异位连接位于上腔静脉

ASD，同时将右侧异位连接的肺静脉隔入左心房，

较高位置的患者，以往采用双片法修补，其目的就

其中 2 例行 ASD 扩大。取另一块自体心包补片扩

是为了在保证肺静脉回流途径的同时，尽量保持上

大上腔静脉与右心房结合部。

腔静脉的回流通畅。本研究中单片法及双片法患

1.2.3

Warden 法

8 例由于异位连接的肺静脉开

者，术后无残余分流及肺静脉回流梗阻病例出现；

口超过 2 cm，直接隔入左心房困难，采用 Warden

部分患者术后上腔静脉流速升高，但随访无需再次

法。将上腔静脉与肺静脉连接处远端离断，6 例近

手术干预。由于新鲜自体心包补片在术后可能出

心端直接缝闭；2 例由于合并永存左上腔静脉，右

现挛缩[5]，而 Dacron 补片可能导致晚期不良事件发

侧上腔静脉稍小，采用自体心包补片关闭上腔静脉

生 [ 6 ] ，因此，应采用经戊二醛处理的自体心包或

近心端。自体心包补片修补 ASD，同时将上腔静脉

Gore-tex 补片进行修补。

内口经房间隔缺损引入左心房，其中 1 例行 ASD

单片法与双片法由于缝线需要反复通过右房

扩大。6 例上腔静脉远心端与右心耳行扩大端端吻

与 SVC 交界处，即使采用不同方法使手术切口与

合，2 例行改良 Warden 法（后壁连续吻合，前壁心

缝合位置远离窦房结，还是有可能会损伤窦房结的

包补片扩大）。

血液供应，并可能导致窦房结功能障碍。本研究

1.3 统计学分析

中，术后早期单片法 10.3%、双片法 33.3% 的病例出

变量以数字和百分比形式报告，连续变量表示

现不同程度的窦房结功能异常，说明双片法由于需

为均数，连续变量的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

要在腔房交界处进行大量操作，会对窦房结或/和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其血管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影响窦房结功能

2 结果

。

[7]

Warden 法 [8]自首次报道后，近年来备受关注。

手术效果满意，全组无手术死亡病例。体外循

该技术被设计成心房切口不延伸通过腔房交界、窦

环时间 28～102（69±17）min，主动脉阻断时间

房结或其供应动脉，旨在避免肺静脉梗阻和窦房结

17～69（38±11）min，机械通气时间 2～28（13±7）

功能障碍。研究表明，与单片法及双片法比较，

h，住 ICU 时间 2～5（3.4±0.7）d。术后失访 9 例，随

Warden 手术能有效减少室上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访率 81.6%，随访 6 个月～15 年，平均随访

[9]

（6.4±3.1）年，心内无残余分流，无远期手术死亡病

静脉高位（尤其在上腔静脉开口 2 cm 以上）患者治

例，无再手术者，无肺静脉回流梗阻病例出现。术

疗的首选方法。

后 7 例出现上腔静脉流速升高，其中 A 组 4 例

。Warden 法已经成为肺静脉异位连接位于上腔

Warden 手术的远期不良结局包括窦房结功能

（13.9%），B 组 2 例（16.7%），C 组 1 例（12.5%）。

异常、右上肺静脉梗阻和上腔静脉梗阻[10]。手术技

术后 9 例出现窦房结功能异常，其中 A 组 3 例

巧包括：1 精确剪裁心包补片，必要时扩大 ASD，

（10.3%）（随访恢复窦性心律），B 组 4 例（33.3%）

保证右上肺静脉回流至左房途径的通畅；2 心房板

（随访 3 例恢复窦性心律，1 例为结性心律），C 组

障的缝针位置尽量远离窦房结的预期部位；3 充分

无窦房结功能异常病例出现。

游离上腔静脉，确保上腔静脉与右心耳无张力吻

3 讨论
SVASD 相对于继发孔 ASD 有其特殊的解剖特
点。其房间隔延伸至静脉窦的部分出现缺失，导致
右上肺静脉的前壁缺如，从而回流出现异常[3]。

合。报道显示，采用改良方法（上腔静脉近心端切
口补片修补而非直接缝合，上腔静脉右心耳吻合口
采用后壁连续缝合，前壁补片扩大）能更有效的保
持远期肺静脉及上腔静脉的回流通畅[5, 10]。
Warden 手术常规采用前正中经胸骨切口进

SVASD 其右上肺静脉连接通过经胸超声检查往往

行，目前报道认为，右后外侧切口 [11]和胸腔镜下微

难以明确，甚至漏诊，对比剂增强多层螺旋 CT 检

创手术 [12]能安全有效的完成 Warden 手术，且具有

查可明确该病的诊断及伴发畸形或病变的情况 [4] 。

其特殊的美观优势。

由于其缺损的位置特殊，手术后常导致上腔静脉回

综上所述，SVASD 合并 PAPVC 不同手术方法

流梗阻、肺静脉回流梗阻、窦房结功能障碍、残余

均有较好的近中期结果，上腔静脉或肺静脉梗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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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较低，应根据不同的解剖特点采用适合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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