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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g以下婴幼儿室间隔缺损的手术治疗

张峰。丁力，胡英超，金丹群

[摘要】目的：总结10 kg以下婴幼儿室间隔缺损的外科治疗经验。方珐：83例lO kg以下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患儿均在

全麻低温体外循环下行一期矫治术。结果：本组无病死，并发肺炎22例，心律失常3例，气胸2例，低心排l例，残余分流

l例。结论：反复肺炎和肺动脉高压的室间隔缺损婴儿应尽早手术。选择适当的手术时机，合理有效的围术期治疗，可提高治

疗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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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air of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in infants耐th body weight le蟠th锄10 kg
ZHANG Feng，DING U，HU Ying-chao，JIN D锄·qun

’ (脚。咖坼m矽7％Ⅲ记。以仇n舶娜cuk SH咿可，A砒谢P，伽i加谢跚胁孤’s脚眈f，蛾铆A砒谢23005l，饥打m)
[Abstnct]objective：T0 re、riew the emcacy of ventricul盯septum defect repair in infants with body weight less th锄10 kg．Methods：

0f 83 imnts(male 53，female 30)，the ventricular septum def&t(VSD)were repaired under cardiopulm叩ary byp鹪s．1k湖ts：No

deam occurred．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pneumonia 22 cases，砷”hIIlia 3 c鼬es，pneumothorax 2 cases，10w output syndrorIle l

ca∞，粕d residual shunt l ca8es．ConcIusi佃s：VSD in irIfant with repeated pneum∞ia肌d pulmonary h丌)er|ension should be ope瑁ted

on鹊edy鹪possible．Rational and e岱ective treatment of all proc船s could make tlle incre鹊e of the succ郫sfu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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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大型室间隔缺损(VSD)由于大量左向右

分流而早期出现呼吸道感染、心力衰竭，内科治疗往

往效果不佳，而10 kg以下婴幼儿的先天性心脏病

外科治疗病死率较高u．2J。2005年7月～2006年7

月，我院共收治10妇以下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

损83例，无一例病死，取得较好的效果，现作总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83例，男53例，女30例；年

龄1．4—35个月。体重3．4～lO kg。均有反复上呼

吸道感染病史，15例有多次难治性肺炎；均有不同

程度的营养不良、发育滞后。体检患儿胸骨左缘

3—4肋间可闻及收缩期杂音，肺动脉瓣第2音亢

进。胸片示不同程度的肺血增多、心影扩大、肺动脉

段突出，心胸比率(C／T)0．50一0．75，心电图示左室

大13例，右室大39例，双室大11例。根据彩色多

普勒超声心动图(ECHO)估测”o，轻度肺动脉高压

(PH)16例，中度PH 19例，重度PH 48例。83例

中，膜周型68例，肺动脉瓣下型15例，大小0．3～

1．7 cm。合并房间隔缺损(ASD)20例，动脉导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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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PDA)8例，ASD+PDA 2例，三尖瓣反流(TR)3

例，右室流出道梗阻(RVO’ro)2例，二尖瓣反流

(MR)l例。83例均根据症状、体征、胸部x线平

片、心电图及ECHO确诊。

1．2手术方法采用气静复合麻醉。胸部正中切

口进胸，主动脉及上、下腔静脉分别插管建立体外循

环，4℃冷晶体停跳液保护心肌。膜周型经右房切

口，O．3—0．4 cm的小型VSD，若VSD不以三尖瓣瓣

环为边缘，则用带垫片双头针间断2～3针直接缝

合，其余均采用间断褥式缝合心包补片修补。肺动

脉瓣下型经肺动脉切口，不论大小均用带垫片双头

针间断褥式缝合，Dacron补片修补。同时矫治合并

畸形。体外循环采用浅一中度低温，中高流量，预充

液以胶体为主，加入人血白蛋白10 g，血浆100“，

其余的以晶体液补足。转流时间31—98 min；主动

脉阻断时间15—58 min。转流结束后常规予以改良

超滤，平均12 min，使红细胞压积(HCT)升高至

O．35以上。

1．3 术后监护术后呼吸机辅助呼吸，持续监测心

电、血压、呼出CO：浓度及血氧饱和度。定期测定

动脉血气及血生化。应用多巴胺、米力农、前列腺素

E等改善心功能；血压较高时应用硝普钠或酚妥拉

明。保持出入平衡。呼吸机辅助时间2．4一117 h，

其中24 h内脱机者共7l例，>48 h脱机者5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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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管3例。

2结果

83例无一例病死。发生并发症29例，其中肺

炎22例，气胸2例，低心排1例，经治疗痊愈；心律

失常3例，其中l例3个月男婴，复跳后心电图显示

Ⅲ度A·VB，偶有l一2个窦性心律，考虑为牵拉、水

肿所致，应用I临时起搏器并静脉注射异丙肾上腺素

O．02斗g．kg～“一及激素，36 h后恢复窦性；残余

分流1例，为2个月男婴，膜周型VsD，直径0．9 cm，

术后1个月复查，彩超提示残余分流0．2 cm，随访

10个月残余分流未闭合，但因患儿心功能正常，体

重明显增加，故未再手术，目前仍在继续随访。1例

由于肺间质渗出严重，导致呼吸机依赖，l例由于广

泛性肺不张，通气血流比严重失调，家属放弃治疗。

其余患儿随访3个月一1年，无残余分流、瓣膜反流

及心律失常，心功能均正常，生长发育良好。

3讨论

3．1 手术时机室间隔缺损约占先天性心脏病的

12％一20％，手术治疗是唯一的手段。4 J。VSD分流

量大的患儿，出生后早期即出现严重的症状，如肺

炎、心力衰竭、合并PH等L“。对于易感冒、反复肺

炎、合并中度以上肺动脉高压的VSD婴儿应尽早手

术根治∞J。对于反复肺炎心力衰竭，内科治疗无法

控制，可行亚急诊手术，而等待可能会失去手术时

机。亚急诊手术指征：肺部炎症明显好转，仅有干罗

音或局部湿罗音，气道分泌物稀少，胸片示无大片肺

炎和肺不张；血常规基本正常；体温<38℃；心力衰

竭基本控制，尿量增多，四肢温暖，进食增加，哭闹减

少，睡眠好转；无酸碱失调和电解质紊乱等。

3．2手术要点体外循环采用进口膜式氧合器，尽

量减少预充量，不用或少用晶体液，用白蛋白提高胶

体渗透压，停止体外循环后应用改良超滤。超滤可

以有效去除体外循环后体内多余的水分，浓缩血液

细胞，恢复体液平衡，还可以去除部分炎症因子，有

助于术后脏器功能的恢复，减少ICU的治疗时

间Ⅲ]。

婴幼儿心脏稚嫩，手术操作宜轻柔准确，牵拉力

不宜过大，本组l例暂时Ⅲ度A·VB就可能与牵拉

有关，因此手术时应特别注意。采用带垫片间断褥

式缝合法，后下缘“超越”缝合可避免损伤传导束。

结扎既要严密牢靠，又要控制力度，防止打结过紧局

部撕脱形成残余漏，本组l例残余漏可能与“超越”

缝合时过浅造成局部撕脱有关。由于自体心包片取

材方便，有较高机械性及柔顺性，组织相容性好，无

排异反应，抗感染能力强，有组织活性及生长能

力一J，故对于膜周型VSD全部采用戊二醛固定的自

体心包补片，修补牢固。

3．3 围术期处理术前常规应用强心、扩血管及利

尿药物控制心力衰竭，改善心功能。给予广谱抗生

素治疗和预防肺炎。少量多次输血、人体白蛋白、静

脉丙种球蛋白纠正营养不良和低蛋白血症。术后加

强呼吸道管理是关键，有指征者应尽早拔除气管插

管，本组24 h内脱机者7l例。肺动脉高压患儿术

后呼吸道分泌物多，咳嗽不力，不能主动排痰，应经

常吸痰，清除分泌物。术后患儿虽经超滤滤去大量

水分，但其组织间隙水肿仍然存在，尤其以肺水肿最

明显，术后当天即可给予人体白蛋白，以提高胶体渗

透压，减轻组织水肿；若心律、血压正常，肺部渗出较

明显，手术当天亦可给予适量呋塞米，以排出多余水

分。出入量的调整亦是治疗中的关键，在术后早期，

尤其术后Icu期间出入量应保持轻度负平衡状态。

对于婴儿可给予呋塞米0．1—0．3 mg·kg一“。1持

续微泵输入，以维持恒定的血药浓度，保持循环稳

定，防止血压出现大的波动及电介质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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