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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获得性心脏病·

影响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效果的
因素探讨
刘云，朴虎林，李博，王勇，谢楚龙，魏士博，徐健，高星昊，杜宇，柳克祥
吉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心血管外科（长春 130041）

【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因素，提高不停跳手术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外科收治的 898 例冠心病患者，均单纯行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所有患者均在心脏不停跳下进行搭桥。其中非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ff-pump
coronary-artery bypass grafting，OPCABG）组 797 例，其中男 592 例、女 205 例，平均年龄 60.5 岁；体外循环心脏不
停跳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ff-pump beating heart coronary-artery bypass grafting，OPBH）组 101 例，其中男
77 例、女 24 例，平均年龄 61.5 岁。 结果

OPCABG 组患者平均搭桥数（3.36±0.74）支。OPBH 组患者平均搭桥数

（3.71±0.69）支，二者无明显差异。术后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ICU 时间，住院时间，死亡率，IABP 使用率，ECMO
使用率有明显差异。全部 898 例总体死亡率为 12 例，总体无输血率为 91.3%。 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心尖

及心肌固定器的引入、手术技术和方法的改进、良好的麻醉管理、血管活性药物的灵活精确运用，绝大多数手术
患者取得良好效果，但对于那些心脏显著扩大，心功能差，术中搬运心脏导致循环不稳定的患者，需要体外循环
的引入。
【关键词】 非体外循环心脏不停下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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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停跳下冠脉搭桥手术 (conventional
coronary-artery bypass grafting，CCABG) 由于提供

术完毕后用鱼精蛋白中和肝素。
OPCABG 组：常温，全身麻醉，气管内插管，

了安静，无血，理想的远端吻合口视野，几十年来

放置经食管超声监测心室壁活动。获取大隐静脉

一直是冠脉搭桥手术的经典方法 。但是，低温、

备用，经胸骨正中切口，获取一侧或两侧乳内动脉

心脏停博、高钾对机体各器官及脏器有许多不利的

备用。静脉内使用肝素 1 mg/kg。根据需要放置多

影响，因而有学者主张非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下冠

根心包牵引线，联合运用心尖（Starfish）和心肌固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下冠状

定器（Stabilizer）提起心脏、暴露吻合口附近心肌位

动脉旁路移植术，即 OPCAG 和 OPBH，二者各有

置（图 4），并使预作吻合的冠状动脉局部固定。先

特点，由于样本量及手术相关因素等的客观限制，

吻合左乳内动脉-左前降支，后使用大隐静脉按照

对于其优劣的分析也一直存在争议 。我院自 2012

右冠-回旋-对角-主动脉的顺序行平行-序贯式吻合。

[1]

[2]

年 1 月开始至 2016 年 6 月已完成 898 例心脏不停

固定器的使用：术中用 Starfish 将心尖部提

跳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现通过回顾分析我院在

起，运用 stabilizer 将吻合部位两侧心外膜组织吸附

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时的手术方式的选择、心肌

固定，同时选择性使用阻断带、分流栓。

固定器的应用、OPBH 的适应症和手术技术改进等

吻合方法：序贯-平行式吻合方法；见图 2、图 3。

方面进行讨论，以探讨影响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成功的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我院自 2012 年 1 月开始至 2016 年 6 月已完成
898 例心脏不停跳下行单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诊断方法：经冠状动脉造影诊断为冠心病者。纳
入标准为: 冠状动脉左主干狭窄面积>50% 或至少
单支冠状动脉病变>75%；单纯行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者，除外合并心脏瓣膜疾病者和室壁瘤者及其
他心脏疾病者。所有患者均在心脏不停跳下行冠
脉搭桥术，按是否并行体外循环分为体外循环组
（OPBH 101 例，其中男 592 例、女 205 例，平均年
龄 60.5 岁）和非体外循环组（OPCABG 797 例，其中
男 77 例、女 24 例，平均年龄 61.5 岁）。
1.2 手术方法
OPBH 组：常温，全身麻醉，气管内插管，放
置经食管超声监测心室壁活动。获取大隐静脉备
用，经胸骨正中切口，获取一侧备用（若左侧乳内
动脉损伤或闭塞时则选取右侧乳内动脉）。静脉内
使用肝素 3 mg/kg，根据需要放置多根心包牵引
线。于升主动脉及上下腔静脉行动静脉插管建立
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联合运用心尖（Starfish）
和心肌（Stabilizer）固定器提起心脏、暴露吻合口附
近心肌位置，并使预作吻合的冠状动脉局部固定。
先吻合左乳内动脉-左前降支（图 1），后使用大隐
静脉按照右冠-回旋-对角-主动脉的顺序行平行-序
贯式吻合（图 2、图 3），即用 7-0 Prolene 线作乳内
动脉或静脉血管和冠状动脉吻合后，在升主动脉侧
壁钳夹并打孔，做静脉远心端与升主动脉吻合。手

图1

术中运用心肌固定器固定前降支周围心肌，行乳内动
脉与前降支的吻合

图2

大隐静脉桥与冠脉血管的端-侧吻合示意图

图3

大隐静脉序贯桥与冠脉的侧-侧吻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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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术前资料比较（ ¹
临床指标

/例）

OPCABG 组（101 例） OPBH 组（797 例） P 值

性别

图4

术中联合运用心尖抓取器和心肌固定器提起心脏，充
分暴露深部的吻合口位置

1.3 统计学分析
对两组资料的术前和术后各项指标进行比较，
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数据
采用 SPSS 19.0 软件包处理。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男

592

77

女

205

24

身高（cm）

164.5±7.8

164.0±7.9

体重（Kg）

69.7±11.2

68.8±11.8

>0.05

年龄（岁）

60.5±8.4

61.5±8.2

>0.05

射血分数（%）

57.7±8.7

42.1±9.5

<0.05

左室大小（mm）

52.8±7.4

59.3±8.3

<0.05

高血压病史

420

58

>0.05

糖尿病病史

252

26

>0.05

脑血管意外病史 191

31

>0.05

表 2 术后临床资料比较（ ¹

2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的性

>0.05

术后临床资料

OPCABG 组
（101 例）

/例/%）
OPBH 组
（797 例）

P值

别构成、年龄、体重、高血压病史、脑血管意外病

平均搭桥数（支）

史、2 型糖尿病病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平均呼吸机时间（h）

10.8±9.5

20.6±12.3

<0.05

（P>0.05，见表 1）。但在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平均 ICU 时间（h）

28.8±15.5

37.4±30.8

<0.05

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的病情比较上，

平均住院时间（d）

10.9±4.8

14.8±8.6

<0.05

OPBH 组均明显较 OPCABG 组病情重（P>0.05，见
表 1）。
两组患者术后临床资料比较：OPCABG 组患
者平均搭桥数（3.36±0.74）支。OPBH 组患者平均
搭桥数（3.71±0.69）支，二者所用的桥血管无学差
异，但 OPBH 组搭桥数较 OPCABG 组要高
（P<0.05）。术后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住 ICU 时
间，住院时间有差异，OPBH 组均较 OPCABG 组明

死亡例数
IABP 使用数
ECMO 使用数
输血例数#
#

无输血率

3.36±0.74

3.71±0.69

<0.05

9

3

<0.05

19

9

<0.05

4

5

<0.05

764

56

<0.05

55.4

<0.05

95.9

*P<0.05 表示有统计学差异。#其中输血及无输血相关数据统计
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

显延长。二者在术后 IABP 使用率，ECMO 使用率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能明显减少上述

上，OPBH 组均要高于 OPCABG 组。全部 898 例总

时间[9-13]。因此，近 20 年来 OPCABG 应用越来越广

体死亡 12 例，OPCABG 组手术死亡 9 例，OPBH 组

泛。但 OPCABG 的术中操作是导致循环系统不稳

死 亡 3 例 （ P<0.05） 。 总 体 无 输 血 率 为 91.3%。

定的关键因素，严重时会导致循环系统的突然、剧

OPCABG 组术中无输血率为 95.9%，OPBH 组术中

烈的波动。手术中一旦病人发生血流动力学的严

无输血率 55.4%，OPCABG 组无输血率高于 OPBH

重不稳定、直视下心肌收缩不满意、严重心律失常

组，二者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等，应及时建立体外循环，及早减轻心脏负荷，恢
复心肌血供。早期我们 OPCABG 组比例占搭桥总

3 讨论

数的 95% 左右，但术中由于各种原因约有 3%–5%

OPCABG 使术中心肌持续得到灌注并保持了

的患者转为 OPBH，同时我们发现对于术中转体外

较接近生理状态的有氧代谢酸碱和电解质代谢。

的这部分患者，其术中的管理及术后的恢复难度均

同时也完全避免了体外循环所导致的全身性炎症

明显增大。因此后期我们开始逐渐减少非体外循

反应，降低了输血率 ，缩短呼吸机辅助时间，ICU

环下冠脉搭桥所占比重（约占 89%）。对于心脏显

停留时间

著扩大（LVDD>65 mm）、心功能较差（EF<40%）、

[5-7]

[5-7]

及住院时间

[3, 6, 8]

。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

认为，相对于传统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术中搬动心脏时血液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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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严重左心功能不全的冠心病患者［左心室射血

理使用多巴胺，在搬动心脏时或行右冠后降支及回

分数（LVEF）<30%］，在体外循环下行冠状动脉旁

旋支吻合时保持收缩压维持在 120～150 mm Hg；

路移植术（CABG），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手术

（3）术者的手术程序要相对固定，有利于手术的安

风险较大

，但对该类患者行非体外循环冠状动

全与顺利完成；4.有经验的麻醉师帮助监测和管理

脉旁路移植术（OPCAB）的手术风险，文献报道较

血液循环稳定。保证以上因素情况下，OPCABG 和

少[17]，对此，我们直接行 OPBH，避免术中相关操作

OPBH 都能提高手术的成功率，降低死亡率及输

导致循环不稳定，给心脏带来二次打击，同时体外

血率。

[14-16]

循环能保证患者术中病情平稳。但是对于 EF 在
40%～45% 之间的患者，若术中前降支吻合完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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