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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肺静脉异位引流18例外科治疗体会

张峰，丁力，胡英超，胡根源，朱文庆，朱筱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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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总结全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drainage，TAPVD)治疗的经验。方法：在全身麻醉、低

温、体外循环下对18例TAPVD患儿行矫治手术。其中8例心上型采用左心房顶部入路。培果：痊愈15例，术后早期病

死3例，病死率为16．7％。延迟关胸2例。心律失常4例，均经治疗痊愈。痊愈患儿随访4—48个月，心功能正常。结论：

TAPVD手术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左心房与肺总静脉吻合口应足够大，避免狭窄的发生。

[关键词]心脏缺损，先天性；全肺静脉异位引流；心脏外科学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541．1 [文献标识码]A

Surgical treatment for 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drainage：report of 18 cases

ZHANG Feng，DING Li，HU Ying—chao，HU Gen·yuan，ZHU Wen-qing，ZHU Xiao—sha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Anhui Provincial Children’s Hospital，Hefei Anhui 23005 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in treatment of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drainage(TAPVD)．Methods：

Eighteen cases received surgical correction of TAPVD under hypothermia and cardiopulmonary bypass．Eight supracardiac patients were

operated on through the top approach of left atrium．Results：Fiteen patients survived．Early mortality occurred in 3 cases(16．7％)，

delayed wound closure after surgery in 2 cases and arrhythmia in 4 cases．All of them recovered uneventfully．The cardiac function

returned to normal in all the 15 eases during the follow·up term of4 to 48 months．Conclusions：The key to successful operation lies on

enough anastomotic orifice and avoidance of anastomotic ste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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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draingae，TAPVD)是一种少见的紫绀型先天

性心脏病，约占先天性心脏病的1．5％～3％，如不

采取手术治疗，75％的患儿在1岁以内死于充血性

心力衰竭⋯。2004年2月至2008年6月，我科收

治18例TAPVD患儿，均在伞身麻醉低温、体外循环

下行矫治手术，疗效满意，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组男12例，女6例；年龄0—6

个月11例，体重2．6～5．3 kg。6～16岁7例，体重
15—38 kg。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气促、青紫及心功

能不全，其中2例严重患儿因呼吸困难、心功能衰竭

致生命体征不稳定。心电图示均有电轴右偏，右心

室及右心房增大。胸部x线片示心胸比值0．57—

0．69，有不同程度的肺血增多，肺动脉段突出，心上

型有5例呈现“雪人征”。彩色多谱勒超声心动图

示心上型8例，心内型lO例；心内型中肺总静脉开

口于冠状静脉窦8例，直接开口于右心房后壁2例；

12例合并房间隔缺损，大小为1．5—2．0 cm；6例仅

有卵圆孔未闭，大小为0．3～0．5 cm；左心室舒张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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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指数6．5—33．6 ml／m2。13例合并中、重度肺

动脉高压，2例为轻度。安静状态下经皮氧饱和度

为66％～90％。

1．2手术方法 全组均在全身麻醉、低温、体外循

环下进行手术。冷晶体停跳液冠状动脉顺行灌注，

体外循环35～135 min，主动脉阻断18～101 min。

1．2．1 心内型TAPVD(1)肺总静脉开口于冠状

静脉窦。作右心房斜切口，切开冠状静脉窦开口与

左心房后壁的间隔，将冠状静脉窦去顶，人为造成无

顶冠状窦，将剪去组织的内膜用5-0 Prolene线对齐

连续缝合，自体心包片修补房间隔缺损，并将冠状静

脉窦隔入左心房。(2)肺总静脉开口于右心房。切

除卵圆孔或房间隔缺损与肺静脉开口之间的房间

隔，用5-0 Prolene线将其断面作连续缝合，用一块大

的自体心包补片将肺静脉开口隔入左心房。(3)

1例心内型TAPVD为2个月男婴，左右心房之间交

通仅为一0．3 cm卵圆孔，左心室舒张末容积指数6．5

ml／m2，术前因院外感染肺炎，低氧血症、心功能衰竭行

机械通气，生命体征不稳定，故急诊行房间隔扩大术。

1．2．2心上型TAPVD在并行循环下游离垂直静

脉并套一结扎线，于横窦、上腔静脉和升主动脉间显

露左心房顶及肺总静脉干，平行切开肺总静脉干及

左心房顶，将其用5-0 Prolene线侧侧吻合。停机前

结扎垂直静脉。

1．3术后处理术后常规应用多巴胺、米力农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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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左心功能差者加用肾上腺素，降低肺血管阻力。

严格控制液体入量，预防肺水肿的发生。

2结果

全组根治17例；l例行房间隔扩大术，术后患

儿恢复良好，尚未行根治术，随访中。术后早期死亡

3例，病死率为16．7％，其中1例为35天女婴，心内

型TAPVD，合并轻度肺动脉瓣狭窄，左右心房之间

交通仅为一0．4 cm卵网孔，左心室舒张末容积指数

8．4 ml／m2，术前因呼吸困难、心律紊乱、心功能衰竭

行机械通气，急诊行TAPVD根治术，术中出现低心

排血综合征，不能脱离体外循环而死亡；1例为22

天男婴，心上型TAPVD，左右心房之间交通仅为一

0．4 cm卵圆孔，左心室舒张末容积指数7．8 ml／m2，

术后2 h死于顽固性低心排血综合征；1例心上型

TAPVD，术后26 h死于急性肺水肿和左心室功能衰

竭。2例术后心脏膨胀，分别在术后2、3天延迟关

胸。术后发生心律失常4例，主要表现为结性心律，

经应用异丙肾上腺素和地塞米松，均在24 h内恢复

窦性心律。随访4—48个月，存活患儿生长发育良

好，胸部x线片均无肺淤血表现，超声心动图无明

显吻合口狭窄，心功能明显改善。

3讨论

大部分TAPVD患儿早期即出现肺动脉高压，其

原因为大量肺静脉IIIL回流进入肺循环，肺血流量明

显增加。如并发肺静脉I旦|流梗阻，使肺血管床淤血，

将进一步加重肺动脉高压。如有肺静脉回流梗阻和

肺J1iL流增加，可引起肺间质水肿，渗入肺泡易导致肺

水肿，此类患儿早期即有呼吸窘迫发生嵋J。因此

TAPVD患儿一经确诊，应尽早施行手术治疗。本组

有2例因心、肺功能不良，生命体征不稳定，术前即

行机械通气，被迫行急诊手术。

TAPVD手术成功的关键是建立正常的肺静脉

血回流通道，保证肺循环的完全通畅，防止肺静脉回

流受阻。心上型TAPVD，在阻断主动脉后，结扎垂

直静脉，尽快切开肺总静脉。无论是过早结扎垂直

静脉或延迟切开肺总静脉，均有产生肺淤血和肺损

害的可能。肺总静脉与左心房的吻合口一定要足够

大⋯，我们认为吻合口长度应在3．5～5．0 cm，2岁

以下者应>2．5 cm。如果肺静脉总干较短，其切口

可向两侧肺静脉延长。对于左心房容积小的病例，

予以切除卵圆窝下部房间隔，将左心房后壁吻合口

扩大到右心房后壁，与肺总静脉干吻合，然后用心包

片做成隧道盖在吻合口和房间隔上，以期扩大左心

房容积。心内型TAPVD引流人冠状静脉窦，为防止

远期吻合口狭窄和梗阻，尽可能多切除冠状静脉窦

开口与左心房后壁的间隔或部分房间隔与肺总静脉

开口间的隔膜，同时将冠状静脉窦去顶，人为造成无

顶冠状窦，再用补片修补。本组9例心内型TAPVD

(除行房间隔扩大术外)均采用此方法，无一例发生

远期吻合口狭窄和梗阻。

心上型TAPVD的手术方法主要有心脏上翻法、

经房隔法、双房联合切口和经左心房顶部切口吻合

法¨．3．4]，前两种方法目前已经摒弃。双房联合切口

是沿卵圆孔，经过房间隔直至左心耳开口，在左心房

内做吻合，术后易发生心律失常”J，有报道∞1术后

早期心律失常发生率高达38％。而且一旦撤机后，

如有吻合口出血则很难处理。现多采用经左心房顶

部切口吻合法，特点是将吻合口由经典的横向转为
纵向位置，由心脏后方较深处转至相对较浅处，手术

视野清晰，操作方便，缩短了操作时间，术后无心律

失常等并发症[7]。而且该吻合口出血易于控制，前

壁用自体心包加宽扩大吻合口直径，减小吻合口张

力，降低术后吻合口狭窄的发牛率。本组8例心上

型TAPVD均采用经左心房顶部切口吻合，无心律失

常和吻合口狭窄发生，证实此方法安全、有效。

本组病例术后常规应用多巴胺、米力农泵入，左

心功能差者加用肾上腺素。严格控制液体人量，延

长呼吸机辅助时间，使左心室有充分的时间来适应

和维持心排血量，预防肺水肿的发生。我们通过扩

血管药物及过度通气降低肺血管阻力，使PaCO：维

持在25～30 mmHg。同时调整体内酸碱平衡，因为

在酸中毒情况下肺血管痉挛是引起肺动脉高压的重

要因素，对婴幼儿要适当应用镇静剂或肌肉松弛剂，

以保持患儿安静，严格掌握气管插管、拔管指征，防

止缺氧、烦躁等诱发肺动脉高压危象。

[ 参 考 文 献 】

[1]汪曾伟，刘维永，张宝仁主编．心脏外科学[M]．北京：人民军

医出版社，2003：832—842．

1 2] Girish W．Baiju SD，S．jan K，et a1．Repair of total 0Jtlomaloug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 in neonates[J]．Ind J Thorae Cardio

Surg，2004，20(4)：155—158．

[3] 曹亮，胡建国，杨一峰，等．完全性肺静脉异位连接的外科治

疗[J]．中南犬学学报·医学版。2007，32(4)：542—545．

[4 3 陈红卫，刘广文，张锋，等．左房上吻合法治疗完全性肺静脉异

位引流(心上型)6例[J]．医学信息手术学分册，2008，21(3)：

200—20I．

[5]朱海龙，张金洲，陈涛，等．婴幼儿完全肺静脉异位连接的外

科治疗【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6，27(21)：1996—1998．

16 3徐志伟，苏肇伉。千顺民．等．采用左心房顶部进路纠治心上型

完全性肺静脉异位连接[J]．中华／I,JL夕b科杂志，2004，25(1)：

32—34．

[7]谢翠贤，陈海生，刘盛华，等．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的外科治

疗[J]．岭南心血管病杂志。2008．14(3)：171—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