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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获得性心脏病·

术前持续应用阿司匹林对非体外循环下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后住院患者影响的随机对照
试验
吴杰，王辉山，徐殊
沈阳军区总医院 心血管外科（沈阳 110016）

【摘要】 目的

探讨术前持续应用阿司匹林对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动脉旁路移植术（off 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OPCABG）后住院患者的影响。 方法

对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8 月首次在沈阳军区总医

院心外科行单纯 OPCABG 治疗 119 例患者进行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将 119 例患者随机分为术前停用阿司
匹林组（停用 5 d 及以上）和术前持续应用阿司匹林组 (口服阿司匹林 100 mg/d)。随后由同一术者完成手术，同一
麻醉团队配合，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 24 h 胸腔引流量、引流管拔除天数、输血情况、住院天数、心脑血管
不良事件发生、二次开胸探查发生率等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基线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

者术后 24 h 胸腔引流量、输血情况、二次开胸探查发生率、住院天数、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等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均无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无二次开胸探查发生。 结论

围术期持续应用阿司

匹林没有增加 OPCABG 术后住院患者出血风险血液制品使用率及手术相关并发症。
【关键词】 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阿司匹林；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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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application of aspirin before surgery on inpatients

after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Methods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was

performed on 119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imple OPCABG treat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 Shenyang
Military Region General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7 to August 2018. A total of 119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to a
preoperative aspirin discontinuation group and a preoperative continuous aspirin group (oral aspirin 100 mg/d).
Subsequently, the same surgeon completed the operation, and the same anesthesia team cooperated to observe the
operation time of the two groups, the chest drainage volume after 24 hours, the days of drainage tube removal, blood
transfusion, hospitalization days,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and second thoracotomy.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preoperative baselin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hest drainage, blood transfusion, secondary thoracotomy,
hospitalization days, and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ere no cardio-cerebral vascular adverse events in both groups after operation, and no secondary thoracotomy was
performed. Conclusion

Perioperative continuous use of aspirin does not increase the use of blood products and related

complication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bl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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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作为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的抗血小板
药物，在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已经得到充分肯定。
OPCABG 与传统 CABG 相比较，避免了体外循环
对患者的影响，可减少出血等一系列并发症 [1-2]，有
关研究证明 [3-4]OPCABG 比 CABG 更能减少心肌损
伤、血制品使用以及其他脏器相关并发症。但也可
能会使患者术后处于高凝状态而增加心脑血管卒
中风险。目前关于 OPCABG 术前是否停用阿司匹
林争议颇多，本研究旨在探讨 OPCABG 术前持续
应用阿司匹林对术后住院患者的影响进而今后临
床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方案
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议并通过，所有入选者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间，在沈阳
军区总医院心外科拟行单纯 OPCABG 治疗患者
119 例，采用随机数生成器产生随机序列的方法，
按照随机序列产生的奇偶数随机分为两组，奇数入
持续应用阿司匹林组（100 mg/d 口服），偶数入停
用阿司匹林组（阿司匹林至少停用 5 d [5] 以上），并
进行分配隐藏，采用双盲设定，使手术医生、受试
者、分组执行者互不知情；见图 1。纳入标准（1）
造影提示严重左主干或严重三支病变;（2）支架内
再狭窄;（3）行单纯择期 OPCABG。排除标准:（1）
体外循环下行 CABG;（2）术前应用除阿司匹林外其
他抗血小板药物;（2）急诊手术或同期行其他心脏
手术;（3）肝肾肺功能不全;（4）LVEF<0.35;（5）术前
登
记

凝血功能异常

1.2 搜集资料
收集患者术前的一般资料 [6]，包括年龄、性别、
体重、体重指数、心功能分级、吸烟、糖尿病、高血
压、血脂异常、术前左室射血分数（LVEF）、肌钙蛋
白（TnT）、脑钠肽（BNP）。记录并分析患者术中及
术后资料：移植血管数目、手术时间、术后 24 h 引
流、引流管拔除天数、输血情况、心脑血管不良事
件发生、住院期间死亡率、二次开胸探查发生率、
术后当日脑钠肽（BNP）、肌钙蛋白（TnT）、血小板
及血红蛋白等。 观察患者引流管 24 h 引流<100
ml，予以拔除。术后血红蛋白（Hb）低于 90 g/L，或
红细胞压积（Hct）低于 26%，予以输注红细胞。血
小板计数低于 50×10 9 /L，予以输注血小板 [7] 。开胸
探查指针[8]：（1）出血>400 ml/h，持续 1 h；（2）出
血>300 ml/h，持续 2～3 h；（3）出血>200 ml/h，持
续 4 h 以上。
1.3 麻醉与手术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采用芬太尼和异丙酚静脉麻
醉，异氟醚吸入进行全麻。所有手术由同一术者完
成。根据患者病情、冠脉造影、及术中探查情况选
择移植的血管位置及数目。移植血管材料一般为
左侧乳内动脉、大隐静脉、桡动脉。取胸部前正中
切口，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锯开胸骨分离胸腺，
获取左乳内动脉。全身肝素化（肝素 2 mg/kg），悬
吊心包，行心外探查，探查病变血管情况、升主动
脉无钙化，在非体外循环不停跳下行血管吻合。证
实吻合确实后。检查各吻合口无出血，心脏回纳原
位。鱼精蛋白（1～1.5 mg/kg）中和肝素，缝心外膜
起博导线，常规放置左侧胸腔、心包引流管各 1
根，严密止血，钢丝闭合胸骨，逐层关胸。术毕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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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术前基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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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患者术中及术后资料（

/例）

/例）

项目

服用阿司匹林组
（n=56）

停用阿司匹林组
P值
（n=63）

项目

服用阿司匹林组
（n=56）

停用阿司匹林组
P值
（n=63）

年龄（岁）

60.77±7.04

62.44±7.15

0.20

移植血管数（支）

3.25±0.61

3.35±0.77

0.44

性别（男/女）

43/13

50/13

0.73

手术时间（min）

240.43±35.18

231.00±31.20

0.17

体重（kg）

70.61±11.20

69.89±15.73

0.26

术后 24 h 引流（ml）

477.95±195.03

423.65±141.85

0.83

身高（cm）

169.45±7.67

166.90±11.75

0.37

引流管拔除时间（d）

4.43±1.25

4.56±1.42

0.58

26/30

38/25

0.13

住院时间（d）

10.30±2.44

9.90±2.61

0.39

体重指数（kg/m ）

24.51±2.99

24.22±2.80

0.58

二次开胸（例）

0

0

−

高血压（有/无）

38/18

41/22

0.75

术后脑梗（例）

0

0

−

糖尿病（有/无）

15/41

20/43

0.55

术后心梗（例）

0

0

−

血脂异常（有/无）

8/48

7/56

0.60

术后当日 BNP（ng/L） 829.76±821.37

732.63±566.43

0.45

术前心梗（有/无）

28/28

25/38

0.26

术后当日 TNT（g/L）

0.17±0.02

0.21±0.03

0.24

术前脑梗（有/无）

10/46

13/50

0.70

148.43±49.94

161.70±47.04

0.14

术前 PCI（有/无）

4/52

7/56

0.46

术后当日血小板
（109/L）

术前出血史（有/无）

0/56

1/62

0.35

术前当日血红蛋白
（g/L）

110.18±17.23

113.65±14.45

0.23

术前 IABP（有/无）

1/55

4/59

0.22

输血

心功能分级（NYHY） 1.96±0.19

2.00±0.18

0.29

红细胞（U）

0.81±0.24

0.46±0.15

0.20

左室射血分数（LVEF） 0.55±0.04

0.56±0.03

0.15

血浆（ml）

68.75±22.32

50.79±16.92

0.52

术前 BNP（ng/L）

416.66±80.86

327.86±44.82

0.33

血小板（治疗量）

0

0

−

术前 TNT（g/L）

0.033±0.009

0.043±0.013

0.57

冷沉淀（单位）

0

0

−

术前血小板（10 /L）

201.82±56.41

203.92±59.12

0.84

术前血红蛋白（g/L）

134.63±11.97

131.24±13.89

0.16

吸烟（有/无）
2

9

者返回监护室。

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1.4 统计学方法

阿司匹林作为应用最广泛的抗血小板药物，已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有大量临床研究证实其在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料采用（ x¹ § s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位数。计量资

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同时，阿司匹林作为冠心病二

料组间样本的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

级预防的基石，可以减少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

进行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降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死亡率，也可显著改善静脉

2 结果
两组患者的术前基本情况（年龄、性别、体重、

桥血管的通畅率。阿司匹林作为抗血小板药物的
作用机制是不可逆的抑制血小板环氧化酶-1，从而
阻止血栓烷 A2 的形成，达到抑制血小板活化和聚

身高、吸烟、体重指数、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

集的作用 [9] ，防止血栓形成。研究表明，阿司匹林

常、术前心梗、术前脑梗、术前 PCI、术前出血史、

在预防 CABG 术前及术后血栓不良事件方面具有 I

术前有无 IABP、心功能分级、左室射血分数、术前

类指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是冠心病多支

BNP、术前 TNT、术前血小板、术前血红蛋白等）比

血管病变的一种标准治疗方法。对于 CABG 术前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所有患者

是否持续应用阿司匹林，2015 年美国 AHA [10] 认为

均顺利出院，两组患者的移植血管数目、手术时

CABG 术前应用阿司匹林是安全的，并建议对于拟

间、术后 24 h 引流、引流管拔除天数、输血情况、心

行 CABG 的患者应当于入院或首次诊断为冠心病

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住院期间死亡率、二次开胸

就开始应用阿司匹林。2017 年欧洲心胸外科学会

探查发生率、术后当日脑钠肽（BNP）、肌钙蛋白

[11-12]

（TnT）、血小板及血红蛋白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择期还是急诊手术，术前应当持续应用阿司匹林，

认为对于拟行 CABG 手术治疗的患者，无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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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阿司匹林对血小板的抑制作用也易于导

2 Lamy A, Devereaux PJ, Prabhakaran D, et al. Five-year outcomes

致术中及术后出血增多，进而易于增加血小板使用

after off-pump or on-pump coronary-artery bypass grafting. N

率。OPCABG 与传统 CABG 相比，由于避免了体
外循环，因而可减少手术操作、围术期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消化及泌尿系统等方面并发症，也减少
了肝肾功能损害、全身炎症反应和血液成分的破
坏。但是，对于 OPCABG 术前是否持续应用阿司
匹林，目前争议颇多。Lee[13]等的前瞻性研究认为：
OPCABG 术前持续应用阿司匹林不会引起术后相
关并发症，但有可能因抑制血小板功能而增加术后
出血风险。然而，考虑到国人与西方人种差异，乃
至凝血因素差异。国内 Xiao[14]等在对 1 418 例拟行
OPCABG 的患者进行研究，得出结论：OPCABG
术前应用阿司匹林和停用阿司匹林两组患者在近
期住院及出院后 4 年的随访中两组患者在失血、输

Engl J Med, 2016, 375(24): 2359-2368.
3 Al-Ruzzeh S, George S, Yacoub M, et al.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Eur J Cardiothorac Surg, 2001, 20(6): 1152-1156.
4 Malhotra A, Ananthanarayanan C, Wadhawa V, et al. OPCABG
for moderate CIMR in elderly patients: a superior option? Braz J
Cardiovasc Surg, 2018, 33(1): 15-22.
5 赵传龙, 魏振宇, 黄方炯, 等. 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
停用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时.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2009,
25(1): 35-36.
6 Wang A, Wu A, Wojdyla D, et al.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for
perioperative myocardial infarction following CABG surgery. Am
Heart J, 2018, 199: 150-155.
7 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血液管理分会. 心血管手术患者血液管
理专家共识. 中国输血杂志, 2018, 31(4): 321-325.
8 高长清, 译. 成人心脏外科围手术期处理手册. 第 5 版. 北京: 科
学出版社, 2012. 367-369.

血、围术期卒中时间、死亡率、二次开胸等方面均

9 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脑血

无差别。另外根据 2016 年中国专家共识 [ 1 5 ] 的意

管病专业委员会. 稳定性冠心病口服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中国专

见：对于拟行 CABG 的患者应在术前给予阿司匹
林 100 mg/天，原则上术前不必停用阿司匹林，特别
是对于病情不稳定的患者不停用。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两组患者术
前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中及术后两组患者
资料中，服用阿司匹林组的手术时间较停用阿司匹

家共识.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6, 44(2): 104-111.
10 Kulik A, Ruel M, Jneid H, et al. Secondary prevention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15, 131(10): 927-964.
11 Sousa-Uva M, Milojevic M, Head SJ, et al. The 2017 EACTS
guidelines on perioperative medication in adult cardiac surgery
and patient blood management. Eur J Cardiothorac Surg, 2018,
53(1): 1-2.

林组长，可能原因是服用阿司匹林组术中渗血，止

12 Valgimigli M, Bueno H, Byrne RA, et al. 2017 ESC focused update

血较停用阿司匹林组困难，另外，服用阿司匹林组

on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EACTS. Kardiol Pol, 2017, 75(12): 1217-1299.

中术后当日血小板、血红蛋白较停用阿司匹林组

13 Lee J, Jung CW, Jeon Y, et al. Effects of preoperative aspirin on

低，也可能与术后当日渗血多有关，但均无统计学

perioperative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意义。本临床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表现为以下

undergoing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A

几个方面：（1）本实验为单中心临床研究；（2）样
本量较小；（3）围术期观察指标较少，没有把关胸
时间和术后凝血功能列入观察指标。
综上所述，术前持续应用阿司匹林不会增加患
者血液制品使用率及手术相关并发症。

prospective randomized study. PLoS One, 2017, 12(7): e0180466.
14 Xiao F, Wu H, Sun H, et al. Effect of preoperatively continued
aspirin use on early and mid-term outcomes in off-pump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a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study of 1418 patients.
PLoS One, 2015, 10(2): e0116311.
15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华内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中华老
年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 阿司匹林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
中的应用: 中国专家共识 (2016). 中华内科杂志, 2017, 56(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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