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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心内膜炎外科治疗34例

程晓峰，景华，李德闽，胡小南，李忠东，董国华，罗立国，张小华

[摘要]目的：总结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的外科治疗经验，评价治疗效果。方法：34例中行二尖瓣置换术

9例，主动脉瓣置换术12例，双瓣置换术6例，三尖瓣置换术I例，三尖瓣心包重建术l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3例，房间隔缺

损修补术1例，瓦氏窦瘤破裂合并室间隔缺损修补术1例，其中3例为急诊手术。结果：治愈32例，术后随访I～5年，无复发

及死亡；术后早期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例。结论：根据多次血培养及超声心动图检查，可明确IE的诊断，围手术期的正确

处理及手术过程中的针对性操作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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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 therapy for infective endocarditis：report of 34 cases

CHENG Xiao—feng，JING Hua，LI De·min，HU Xiao-nail，LI Zhong-dong，DONG Guo—hua，LUO Li—guo，ZHANG Xiao—hua

(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Nanjing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Command PLA，Nanjing Jiangsu 21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in treatment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IE)by surgical opera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curative effect．Methods：Among 34 patients with IE，mitral valve replacement was performed in 9 cases。arotic valve replacement in

12，double valve replacement in 6，tricuspid valve replacement in 1，tricuspid valve reconstruction in 1，ventrieular septal defect

neoplasty in 1，atrial septal defect neoplasty in 1 and VSD with ruptured aortic sinus aneurysm in 1．And 3 of the cases received

emergency operation．Results：Thirty—two of the cases were cured．The follow-up lasted from one to five years，with no record of

recurrence or death．The cause of 2 deaths after operation was multiple organ system failure．Conclusions：Precise diagnosis of IE

depends on hemocuhure and ultrasound cardiogram；the key to sueessful operations are proper management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and purposeful procedure in operation．

[Key words]endocarditis；heart surgery；ultrasonic cardiogram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是指

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直接感染引起的心内膜炎症⋯；

单纯内科保守治疗效果欠佳，病死率高达80％左

右，而外科手术治疗后病死率可降至9％～

15％口一J。1999年8月至2006年5月，我院对34

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行手术治疗，现对其发病特

点、手术时机选择、围手术期处理的体会作一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男21例，女13例；年龄1 1～

62岁，体重(54．5±7．2)kg。先天性心脏病，5例：其

中室间隔缺损3例，房间隔缺损1例，瓦氏窦瘤破裂

合并室间隔缺损1例；风湿性心脏病29例：二尖瓣

9例，主动脉瓣12例，二尖瓣+主动脉瓣6例，三尖

瓣2例，其中二尖瓣、主动脉瓣穿孔5例，三尖瓣腱

索断裂1例。

1．2临床表现均有发热、心悸、气促症状，贫血

30例，动脉栓塞2例，皮肤瘀斑及结节2例；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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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NYHA)症状32例，其中Ⅱ级13例，Ⅲ级14

例，Ⅳ级5例。病程3天一8个月。

1．3辅助检查 WBC(5．6—18．9)×109／L，中性

粒细胞o．65—0．92；低蛋白血症15例，肝、肾功能

不全6例，尿检蛋白及红细胞阳性5例。心电图检

查提示心室肥大26例；束支传导阻滞16例；心房纤

颤15例。术前超声心动图发现心内膜赘生物并经

手术证实32例(94．1％)。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

(EF)25％～58％。血培养阳性10例：其中草绿色

链球菌8例，金黄色葡萄球菌l例，革兰阴性杆菌1

例。

1．4术前准备全组患者人院后24～48 h内抽取

血培养标本3次后，给予青霉素治疗(每天480～

800万U)，根据血培养结果调整敏感抗生素，并对

症处理发热、心功能不全、改善肝肾功能等，术前治

疗7一14天，3例因急性心功能不全施行急诊手术。

1．5手术方式34例均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

中度低温(28—30 cC)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下进行手术，采用正中开胸，预留自体

心包，主动脉、上下腔静脉插管，主动脉根部顺灌结

合4：1温血持续逆灌保护心肌，术中完整切除受损

瓣膜及心内膜赘生物，稀释络合碘反复冲洗，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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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直接喷撒浸泡创面，人工补片及瓣膜以高浓度

抗生素溶液浸泡10 min，采用间断缝合法施行二尖

瓣置换术9例，主动脉瓣置换术12例，双瓣置换术

6例，三尖瓣生物瓣置换术1例，三尖瓣自体心包重

建术1例，房间隔缺损心包补片修补术1例，室间隔

缺损补片修补术3例，瓦氏窦瘤破裂合并室间隔缺

损修补1例。体外循环时间(67．5±19．2)min，主

动脉阻断时间(45．4±17．2)min。

1．6术后治疗术后早期给予重症监护、呼吸机辅

助及血管活性药物治疗，根据血培养及赘生物培养

结果给予敏感抗生素联合用药。我们的经验是三代

头孢联合万古霉素治疗2周，后根据情况调整为青

霉素治疗，预防人工瓣膜或心内膜再次感染，术后抗

生素治疗时间一般4—6周，期间可口服氟康唑预防

真菌感染，连续2周血培养阴性方可停药¨J。

2结果

患者术后均安全返回病房，早期死亡2例；其中

急诊手术后急性肝功能衰竭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l

例，顽固性左心衰1例。痊愈32例，呼吸机辅助时

间(28．3±7．5)h，ICU时间(86．5±16．2)h，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56．3％，主要包括低心排血综合征、心

律失常、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等，均成功救治。

术后心功能均有明显改善(NYHA I级5例，Ⅱ级19

例，Ⅲ级8例，出院前复查彩超EF上升至34％～

63％)，肝肾功能好转，贫血改善，术后赘生物检查

发现细菌菌落ll例，在院天数(36．4±8．5)天，术

后随访l～5年，无复发及死亡病例。

3讨论

3．1诊断感染性心内膜炎是指心内膜和(或)心

脏瓣膜的炎性病变。近年来，由于先天性心脏病

(先心病)的早期手术治疗，继发于先心病的IE发

生率明显降低，本组患者为14．7％，继发于风湿性

心脏病(风心病)患者为多数。对于IE的诊断有如

下特点：(1)一般临床症状，发热、贫血、肝肾功能损

害及心功能不全表现，尤其既往有心脏病史，近期有

介入性医疗操作，弛张发热并伴有心脏杂音患者，要

考虑IE的发生。(2)由于广谱抗生素的广泛应用，

使得血培养结果阳性率明显降低，文献报道为‘

2．4％一50．0％L4,5 J，本组阳性率29．4％，因此，怀疑

为IE患者应于抗生素使用前早期多次抽血培养，以

动脉血为佳，提高阳性率，术后强调赘生物培养指导

后期治疗。(3)心脏超声检查对于诊断也非常重

要，条件允许推荐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6]，了解

赘生物大小、位置及侵犯瓣膜数量，可以帮助术前准

备及制订手术方案。(4)IE常最先累及主动脉瓣。

继之为二尖瓣和双瓣同时累及，三尖瓣、肺动脉瓣较

少口o，患者多出现充血性心力衰竭，内科保守治疗

效果欠佳，因此，在术前改善患者一般情况、积极治

疗心衰基础上，早期手术是最佳方案。

3．2 手术时机 既往学者认为术前抗生素治疗

3—6N]后手术，近年由于诊断手段先进，广谱抗生素

的早期应用，使得控制炎症较以前更加有效，而且心

内膜赘生物随时有脱落导致动脉、肺栓塞”]，特别

是因为瓣膜病变严重，甚至穿孔导致的顽固性心衰。

均是早期手术的适应证。本组患者，术前治疗时间

为7～14天，控制过高体温、改善贫血，调整电解质

紊乱及心脏、肝肾功能，术前常规青霉素治疗，除3

例突发急性心力衰竭而急诊手术外，均择期手术。

3．3手术方式与技巧 外科治疗的目的是彻底清

除感染源赘生物，纠正心内畸形，置换瓣膜，恢复血

流动力学稳定。因此，我们手术时完整彻底清除感

染病灶，包括赘生物、受损瓣膜、瓣周脓肿以及瓣下

受累腱索等，防止有遗漏，先心病缺损病变可以扩大

切除范围修补，而风心病瓣环受损亦可扩大切除，使

用自体心包修复瓣环后再将瓣膜置换于新瓣环上。

减少瓣周漏的发生¨J。二尖瓣后叶如无明显钙化、

挛缩及赘生物侵犯，可尽量保留，以利左心功能恢

复。对于三尖瓣手术，由于血流相对缓慢，不宜置换

机械瓣膜。本组1例置换生物瓣膜，1例因经济原

因使用自体心包重建三尖瓣，术中检测可以有效防

止返流，术后观察患者心功能有显著改善，2例仍在

随访中，不排除远期二次置换三尖瓣可能。使用稀

释络合碘冲洗创面，抗生素粉末直接喷洒浸泡，人工

补片及瓣膜置换前使用抗生素溶液浸泡10 min，均

可以有效减少感染几率。

3．4术后处理IE围手术期治疗重点是防治低心

排血综合征和室性心律失常，给予多巴胺、肾上腺素

等血管活性药物，术后早期室性期前收缩等心律失

常，建议给予胺碘酮或利多卡因维持治疗；根据血流

动力学监测适当给予血浆、白蛋白等胶体液，保持体

内水电酸碱平衡；加强营养支持，改善术前高代谢及

手术创伤导致的营养不良、过度消耗；使用呼吸机辅

助呼吸，充分供氧，可以改善各脏器微循环状态；肾

功能不全、衰竭无尿、少尿、高血钾患者早期使用血

液透析；持续性黄疸及肝功能严重受损早期肝脏生

物透析吸附替代治疗哺o，本组患者共施行2例，l例

死亡，说明肝衰竭异常凶险，治疗难度大，应及早发

现，早期治疗。

 



[文章编号]1000-2200(2009)03-0225-03

脑膜癌病2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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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脑膜癌病的临床及脑脊液细胞学特征。方法：总结2例脑膜癌病的临床及脑脊液细胞学特征，并复习文献。

结果：1例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变，1例为乳腺癌术后；临床主要表现头痛、呕吐，无脊神经损害及脑膜刺激征。脑脊液检

查颅内压增高，细胞数、蛋白升高，细胞学检查发现癌细胞。结论：脑脊液细胞学检查是诊断脑膜癌病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腑膜肿瘤；脑膜癌病；脑脊髓液／分析；细胞诊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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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ingeal carcinomatasis：report of 2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LIU Yanl，CHEN Zhu01，YI Jian—zhon92，ZHAO De．ruin91

(1．Department ofNeurology，Huaibei People’S Hospital，Huaibei Anhui 235000；

2．Department ofNeurology，sⅡ僦County People’5 Hospital。su洲Anhui 235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cytological changes of cerebrospinal fluid(CSF)in meningeal

carcinomatasis．Methods：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cytological changes of CSF of two meningeal carcinomatasis patien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literature was reviewed．Results：Of the two cases of meningeal carcinomatasis，one was due to acute change of chronic

myelocytic leukemia and the other had received surgery for breast cancer．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headache and vomiting．

No spinal nervous lesion or signs of meningeal irritation were observed．Abnormal level of intracranial pressure，increased cell count and

protein level were found in CSF examination．Cancer cells were found in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Conclusions：The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of CSF is essential for the diagnosis of meningeal carcinomatasis．

[Key words]meningeal neoplasms；meningeal carcinomatasis；cerebrospinal fluid／analysis；cytodiagnosis

脑膜癌病(meningeal carcinomatasis，MC)是恶

性肘，瘤在脑、脊髓蛛网膜下腔和软脑膜内弥漫性转

移并随血管周嗣间隙侵入脑实质而引起的一系列临

床综合征；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影像学检查有时也

很难发现病变，容易误诊或漏诊。目前临床上主要

采用腑脊液(CSF)细胞学检查诊断本病。1998年

2月至2007年12月，在我院1 355例CSF细胞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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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确诊脑膜癌病2例，本文就此2例I临床资料进

行分析，并复习文献予以讨论。

1 临床资料

例1女性，35岁。2005年7月14日人院。4

年前确诊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期间间隔常规化

疗。人院1周前出现头痛，额颞部或整个头部胀痛、

钝痛，初为问歇性，后转为持续性并逐渐加重，伴恶

心、呕吐、意识障碍、视物模糊、抽搐发作。人院检

查：神志清楚，精神差，贫血貌，眼睑、颜面部及四肢

皮下中度水肿，脾肋下l指，质硬，无触痛，四肢肌

感染性心内膜炎起病较急，病情较重，因此，早

期诊断、治疗非常重要，完整切除赘生物及受损瓣

膜，严密处理创面及人工替代物，术后严格、足量、全

程抗生素治疗均可有效防止感染再次发生，正确的

围手术处理及手术治疗过程中的针对性操作是手术

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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