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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主动脉夹层·

亚低温治疗对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
患者围术期炎症反应及预后影响的
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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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亚低温治疗对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围术期炎症反应、器官功能及预后的

影响。方法 入选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住我科的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 56 例，随机分为对照
组及试验组，每组各 28 例。对照组患者在术中经历深低温停循环后，将体温复温至 36～37℃，并延续至术后 24 h，
试验组患者体温复温至 34～35℃，余同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预后。结果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与对照组相比，在术后第 24 h，试验组外周血 MMPs 水平更低（P=0.008）。试验组患者术后的苏醒时间更
短（P=0.008），血流感染的发生率更低（P=0.019），但两组患者的谵妄发生率、急性肾损伤（AKI）发生率、肝功能
不全发生率、机械通气时间、住 ICU 时间及病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两组患者术后 24 h 内的胸引量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且均未发生寒战。结论

亚低温治疗能够缩短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的苏醒时间，减

少血流感染的发生率，且不会引起胸引量增多或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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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mild hypothermia on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organ function and outcome in perioperative patients with acute Stanford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AAD).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18, 56 patients with AAAD admitted in our department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deep hypothermia circulatory arrest during
opera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n=28), patients were rewarmed to normal body temperatures (36 to 37 centigrade degree),
and which would be maintained for 24 hours after operation. Whil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28), the patients were
rewarmed to mild hypothermia (34 to 35 centigrade degree), and the rest steps were the same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oracic drainage volume and the incidence of shivering at the first 24 hours after operation,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and
organ function during perioperation, and outcom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operation information in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24th hour after operation, the levels of peripheral bloo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 were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08).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operation, the awakening time was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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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er (P=0.008), the incidence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was much lower (P=0.019). While the incidence of delirium,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hepatic insufficiency, mechanical ventilation duratio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stays, or
hospital mortality rate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nd at the first 24 hours after opera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thoracic drainage volu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no patients suffered from shivering. Conclusion

The mild

hypothermia therapy was able to shorten the awakening time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after
operation in patients with AAAD, and did not cause the increase of thoracic drainage volume or shivering.
【Key words】 Acute Stanford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mild hypothermia therapy; inflammatory response; organ
function

急性 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acute Stanford

对照组患者在术中经历低温停循环后，将其体温复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AAD），一种严重威胁生

温至正常体温（36～37℃），并将此体温延续至术后

命的大血管疾病，起病急、术后并发症多、预后差、

24 h。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过医院医学

病死率高。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高血压发病率的

伦理学委员会批准（伦理编号：KY20170113-02）并

增加，AAAD 的发病率逐年增高

获得患者或其家属的同意。

[1-2]

。主动脉夹层的

病理生理基础为血管损伤、动脉中膜层退化、内膜

1.2 研究方法

撕裂，导致血流进入动脉壁内、假腔形成 [3] 。最新

1.2.1

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表明，炎症反应与血管损伤相

病史，严格体格检查，急诊完善术前检查，包括试

关，直接参与到 AAD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亚低

验室检查、心电图、心脏超声心动图，完善术前风

温治疗已在脑保护等领域被证实可通过抑制缺氧

险评估，所有患者均按照卫生部印发的主动脉夹层

后炎症反应及细胞凋亡途径的启动，起到脑保护作

临床路径中的药物进行常规治疗，予镇痛、镇静，

用 ，目前已被纳入心肺复苏指南。但亚低温治疗

控制心率、血压，维持心率在 60～80 次/分，控制左

对于 AAAD 围术期的炎症反应及预后尚不明确，

上肢动脉收缩压在 100～120 mm Hg，降低夹层破

本研究探讨亚低温治疗对 AAAD 围术期炎症反应、

裂风险，同时进行手术准备，签署知情同意书。

[4-5]

[6]

器官功能及预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入选 2017 年 2 月

研究流程

1）术前：入院后详细记录患者

2）手术：所有患者根据病情，由同一组经验丰
富的外科手术医生和麻醉医生进行主动脉全弓或
半弓人工血管置换术，所有手术均在全身麻醉和体
外循环下进行，鼻咽温降至 26℃ 时开始主动脉弓
部手术操作。试验组患者在经历深低温停循环后，

至 2018 年 2 月收住我科的 AAAD 患者。纳入标

复温至鼻咽温 34～35℃，对照组患者复温至鼻咽温

准：（1）年龄≥18 岁，≤75 岁的住院患者，性别不

36～37℃。所有患者术中均应用甲泼尼龙 20 mg/kg。

限，发病 1 周内入院；（2）经主动脉 CTA 和超声心

3）术后：所有患者均带气管插管入 ICU 行监

动图证实的 AAAD 患者，拟行外科手术治疗；（3）需

护治疗，监测呼吸、循环及脏器功能，常规治疗：

要在深低温停循环条件下完成手术治疗。排除标

根据卫生部颁发的升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手术临床

准：（1）夹层累及冠状动脉等，导致术后病情极其

路径给予抗生素、胃粘膜保护剂、血管活性药物维

危重，需要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维持循环、ECMO

持循环稳定，输血补液等治疗。试验组患者术后采

支持或术后 48 h 内死亡者；（2）既往有神经系统疾

用冰毯降温机及冰帽联合应用的方式，维持鼻咽温

病或精神疾病史；（3）长期应用激素治疗；（4）长

34～35℃，持续 24 h。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治疗。

期应用免疫抑制剂；（5）术前存在明确的或高度可

待患者神志清楚、循环稳定、动脉血气结果满意后

疑的感染依据；（6）既往有恶性肿瘤、其他免疫性

拔除气管插管。拔管后 24 h 评估，若患者生命体征

疾病或器官移植史；（7）术前存在肝肾功能异常、

稳定，转入普通病房进一步巩固治疗。

凝血功能障碍、呼吸功能不全等器官功能障碍者。

1.2.2 外周血 IL-6、MMPs 水平的检测

达到病例入选标准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进

所有患者

在术前入院时、术后 0 h（即入 ICU 时）、术后 6 h、

行随机入组，本研究分为两组，即试验组和对照

术后 12 h、术后 24 h 留取外周静脉血 20 ml，离心

组。试验组患者在术中经历低温停循环后，将其体

（3000 转/分，10 min）后取上清液，置于 EP 管存放

温复温至 34～35℃，并将此体温延续至术后 24 h；

于–80℃ 冰箱冷冻保存。采用 ELISA 法测定两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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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术信息

者各时间点的外周血 IL-6、MMPs 水平，试剂盒由
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患者的主管医

两组患者的手术信息见表 2。入组患者的手术

生对检测结果不知情，检测结果不会对患者的治疗

方式包括升主动脉置换+孙氏手术、主动脉瓣成形

产生影响。

或置换+升主动脉置换+孙氏手术、Bentall+孙氏手

1.2.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

术、升主动脉置换+右半弓置换术，两组的手术方

手术信息、术后的体温情况、围术期各时间点的外

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56）。两组患者的手术

周血炎症指标水平，术后的脏器功能及预后指标。

时间、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时

1.3 统计学分析

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深低温停循环（deep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hypo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DHCA ）时间差异均

以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¹ § s ）表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

2.3 围术期的炎症反应

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

两组患者围术期外周血的炎症指标见表 3。正

异有统计学意义。

常人外周血 IL-6 水平正常值为 0～8.120 pg/ml，在
术前，可见 AAAD 患者的外周血 IL-6 水平升高，在

2 结果

术后，外周血 IL-6 水平较术前进一步显著上升

2.1 一般临床资料

（P<0.001），在术后第 6 h 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

如图 1 所示，观察期内共 56 例患者入组，试验
表 1 两组患者的基本信息［ ¹

组及对照组各 28 例，两组患者的基本信息见表 1。

/例（%）］

两组患者的基础状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临床资料

对照组（n=28） 试验组（n=28） P 值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53.3 岁和 51.5

年龄（岁）

51.5±8.7

53.3±11.2

0.510

岁，男性患者分别占 85.7% 和 71.4%，平均的体重指

男性

20（71.4）

24（85.7）

0.193

BMI（kg/m ）

26.1±4.4

25.4±2.6

0.513

高血压病史

24（85.7）

24（85.7）

1.000

糖尿病病史

2（7.1）

2（7.1）

1.000

饮酒史

7（25.0）

10（35.7）

0.383

吸烟史

9（32.1）

16（57.1）

0.060

15.5±5.6

0.845

数（BMI）均大于 24 kg/m2，两组均有 24 例（85.7%）

2

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各有 2 例（7.1%）患者既往
有糖尿病病史，均有一定比例的患者有吸烟、饮酒
史。入院时两组患者的病情均较危重，试验组和对
照组的平均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评估（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

入院时的 APACHE II 评分 15.3±3.7

Ⅱ评分分别为 15.5 分和 15.3 分。两组患者术前均
无心脏压塞症状，术前的左右心收缩功能均正常。

BMI：体重指数；APACHE：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评估

估计合格（n=18）

排除（n=53）
不符合纳入标准（n=46）
拒绝参与（n=7）

随机分配（n=65）

分配到实验组（n=32）

分配到对照组（n=33）

失访（n=0）

失访（n=0例）

分析（n=28）
未纳入分析（病情极其危
重，术后需要大剂量血管活
性药物维持循环、ECMO 支持、
术后48 小时内死亡者，n=4）

分析（n=28）
未纳入分析（病情极其危
重，术后需要大剂量血管活
性药物维持循环、ECMO 支持、
术后48 小时内死亡者，n=5）
图1

患者试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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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手术信息［ ¹

临床资料

/例（%）］

对照组（n=28）

试验组（n=28）

P值

手术方式

0.756

升主动脉置换+孙氏手术

18（64.3）

14（50.0）

主动脉瓣成形或置换+升主动脉置换+孙氏手术

6（21.4）

8（28.6）

Bentall+孙氏手术

2（7.2）

3（10.7）

升主动脉置换+右半弓置换术

2（7.2）

3（10.7）

手术时间（min）

517.1±77.1

519.6±70.6

0.897

体外循环时间（min）

191.7±28.5

199.4±32.7

0.353

主动脉阻断时间（min）

113.4±17.0

111.1±24.2

0.679

18.2±4.3

17.0±3.5

0.381

术后 6 h

69.7±31.6

69.5±41.1

0.989

术后 12 h

58.7±24.2

61.0±41.9

0.861

术后 24 h

36.1±20.6

34.5±15.9

0.829

19.2±9.9

17.3±11.0

0.650

125.6±81.5

81.9±62.5

0.132

50

0

术

前

MMPs（μg/L）

h

0.890

24

66.1±52.8

后

68.0±47.8

术

术后 0 h

h

0.929

12

24.6±27.7

术
后

25.3±34.2

入

术前入院时

100

6h

IL-6（pg/ml）

实验组

*

后

P值

术

试验组（n=28）

0h

对照组（n=28）

对照组

*

院
时

临床资料

150

/例（%）］
血清 IL-6（pg/ml）

表 3 两组患者围术期外周血炎症指标［ ¹

术
后

深低温停循环时间（min）

术后 0 h
术后 6 h

113.5±54.0

术后 12 h

133.5±151.1

术后 24 h

110.0±57.7

87.2±72.2

0.290

90.965±52.5

0.346

57.2±32.2

0.008

IL-6：白细胞介素-6；MMPs：基质金属蛋白酶

但同一时间点两组间的 IL-6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图2

两组术后血清水平比较

300
血清 MMPs（μg/L）

术前入院时

对照组
实验组

*

#

200
*
100

义（P>0.05，图 2）。在术后，外周血 MMPs 的水平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 3。

2.4 术后器官功能及预后
如表 4 所示，在术后苏醒时间方面，试验组较

24

h
后
术

术

后

12

6h
术

后

0h
后
术

入
前
术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余时间点差异均

院

验组外周血 MMPs 的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两组

h

0

时

较术前显著上升（P<0.001），在术后第 24 h，可见试

图3

两组血清 MMPs 水平比较

照组患者术后的机械通气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明显缩短［（10 99.3±1 126.5）min vs.

［（4 146.4±2 636.5）min vs. （5 007.3±3647.0）min，

（2 248.2±1 886.4）min，P=0.008］，差异有统计学意

P=0.316］。术后氧合指数<200 mm Hg 持续超过 3 d

义。在术后，对照组出现谵妄的患者有 13 例

的患者例数，试验组及对照组分别为 14 例（50.0%）

（46.4%），而试验组为 11 例（39.3%），差异无统计

和 12 例（42.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92）。

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均未出现永久性

两组患者术后均有 12 例（42.9%）发生了肺部感

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permanent neurological

染。试验组有 4 例（14.3%）患者在术后出现了急性

dysfunction，PND)。在呼吸系统方面，试验组和对

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其中，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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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患者使用了肾脏替代治疗（renal

VEC 可释放大量促炎性因子、趋化因子等炎性介

replacement therapy，RRT）；而对照组则有 8 例

质，使得局部的炎症反应进一步恶化，导致血管壁

（28.6%）发生了 AKI，其中 4 例（14.3%）使用了

的损伤[11]。血管内皮的损伤，导致血管中膜层的暴

RRT，但两组患者在 AKI 的发生率和 RRT 的使用

露，中膜层的 VSMC 受到炎症刺激，亦出现凋亡、

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术后肝

坏死，坏死物进一步加重局部炎症，导致血管中膜

功能不全的发生率方面，试验组和对照组差异也无

层退化[12]。单核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及其相关炎

统计学意义（6 例 vs. 8 例，P=0.537）。在术后，有

症因子，比如 IL-6 等，均参与上述过程 [13-14] 。而本

5 例患者出现了血流感染，均在对照组，两组间差异

研究中也发现了围术期外周血 IL-6 水平的增高，虽

无统计学意义（P=0.019）。试验组患者的住 ICU 时

然亚低温治疗未能降低 IL-6 的水平。

间较对照组有缩短趋势［（6.6±6.2）d vs.（8.5±7.0）d］，

此外，炎症反应会导致血管壁细胞外基质的破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89）；两组患者的住院

坏，炎症细胞产生的 MMPs，积极参与细胞外基质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86）。两组各有 1 例

的降解，在主动脉壁重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患者死亡，对照组患者死于难以控制的多重耐药菌

其含量的增加可导致主动脉壁细胞外基质的过度

感染、感染性休克，试验组患者在转出 ICU 1 周后

降解，参与主动脉中膜层的退化[15]。围绕 MMPs 的

死于突发的恶性心律失常、心跳呼吸骤停。在不良

研究目前已成为 AAD 发病机制领域的研究热点[16]。

反应方面，两组患者在术后 24 h 内的胸腔引流量差

本研究表明，在术后，外周血 MMPs 的水平较术前

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1），在术后 24 h 内均未出

显著上升，试验组外周血 MMPs 的水平亦较对照组

现寒战。

明显降低，虽然只在术后第 24 h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提示亚低温治疗能够降低 AAD 患者术后

3 讨论

MMPs 的水平，从而达到血管保护效应。此外，在

AAAD 手术时间长、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

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入组患者术后出现了 5 例血液

多、预后差、病死率高，为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如

感染，均在对照组，可能与对照组高水平的 MMPs

何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住

导致血管屏障功能受损等相关。

ICU 时间、降低病死率是目前的领域研究热点

[7-8]

。

AAD 的发生发展过程伴随着炎症反应，而在

本研究结合 AAAD 的病理生理特点及术中需要深

AAAD 的外科手术治疗过程中，深低温停循环带来

低温停循环的手术特征，将亚低温治疗引入到

的缺血再灌注损伤会进一步加重炎症反应，而我们

AAAD 的围术期管理中，研究结果表明，术中及术

的研究结果 IL-6、MMPs 在术后较术前明显升高，

后 24 h 内的亚低温治疗能够降低术后第 24 h 外周

验证了这一点。过度的炎症反应会导致器官功能

血 MMPs 的水平，缩短患者术后的苏醒时间，减少

障碍，积极控制炎症反应，将降低器官功能障碍的

血流感染的发生率，且不会引起胸引量增多或寒

发生风险 [17]。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亚低温治疗

战，但在住 ICU 时间和病死率方面差异尚无统计学

组患者的术后苏醒时间更短，提示亚低温治疗具有

意义，可能与样本量偏小等相关。

脑保护效应，AKI 的发生率、肝功能不全的发生

目前学者认为 AAD 形成主要机制为血管壁损

率、机械通气时间均较对照组减少，虽然未达到统

伤，其组织学表现为血管中膜层退化，包括与血管

计学意义，亟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来验证。术后苏

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VSMC）耗

醒时间的缩短，可能带来的机械通气时间的缩短，

尽相关的细胞外基质的深度变性等

同时血液感染的减少，可能减少脏器功能的损害，

[3, 9]

。近年来的

研究显示，免疫炎症机制与 AAD 的发生发展密不

有助于提高 AAAD 的救治成功率。研究表明，严

可分，积极参与主动脉壁的重构。炎症反应是导致

重低体温会带来凝血功能障碍[18]，但亚低温对凝血

心血管疾病中血管内、中、外膜损伤的重要原因之

功能的影响较小[19]。我们的研究发现，亚低温治疗

一 [ 4 - 5 ] 。血管内皮细胞（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并不会引起术后早期胸引量的增加，亦不会诱发寒

VEC）是内膜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当遭受炎症刺激

战的发生。

时，VEC 可分泌黏附分子、趋化分子等多种物质来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这是一项单

协调局部的血栓形成、溶解和炎症反应来发挥保护

中心、小样本量的临床研究，虽然发现亚低温治疗

效应 。然而，当炎症刺激所致损伤超出 VEC 的调

能够缩短术后苏醒时间、降低血流感染的发生率，

节功能时，则 VEC 则会出现凋亡、坏死等，死亡的

但其在脏器功能保护、缩短住 ICU 时间方面仍需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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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来验证，且该研究结论能否适用
于其他病种，亦需要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来验
证；其次，亚低温治疗方案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探
讨，包括具体的实施温度、亚低温治疗的持续时间
等，均可能对亚低温治疗的效果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 AAAD 的发病机制及
术中需要深低温停循环的手术特征，将亚低温治疗
引入到 AAAD 的围术期管理中，研究发现亚低温
治疗能够缩短 AAAD 患者术后的苏醒时间，减少
血流感染的发生率，可能会带来临床获益，但在脏
器功能保护及能否缩短住 ICU 时间方面仍需进一
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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