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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心系统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外科治疗
徐骁晗袁王晓伟鄢袁吴延虎袁邵永丰袁张石江袁陈亦江袁秦建伟袁陈广明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心外科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咱摘 要暂 目的院总结右心系统感染性心内膜炎渊则蚤早澡贼鄄泽蚤凿藻凿 蚤灶枣藻糟贼蚤增藻 藻灶凿燥糟葬则凿蚤贼蚤泽袁砸陨耘冤的临床特征和外科治疗经验遥 方法院回顾

性分析本科近年手术治疗的 圆圆 例右心系统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资料袁总结病理特征尧临床表现尧体征尧手术治疗方案遥 结果院圆圆
例因右心系统感染性心内膜炎进行手术治疗患者的病理基础包括先天性心脏病 员愿 例袁风湿性心脏病 猿 例袁内科起搏导线尧电极
感染 员 例遥 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反复不规则发热和肺部感染症状遥 超声心动图检出右心系统赘生物 员缘 例渊远愿援员愿豫冤遥 择期手术

员愿 例袁急诊手术 源 例遥 手术彻底清除感染病灶袁重建损毁的心内结构袁同时矫治伴发的心血管畸形遥 手术过程顺利袁术后早期死
亡 员 例袁病死率 源援缘豫遥 术后早期并发低心排综合征 源 例袁急性肾功能不全 员 例袁室上性心律失常 猿 例袁经药物治疗后痊愈遥 员 例

动脉导管未闭缝合术后并发永久性声音嘶哑遥 结论院先天性心脏病仍是目前国人 砸陨耘 的主要病理基础袁但后天获得性疾病所致
砸陨耘 呈现增多趋势遥 外科手术是治疗 砸陨耘 的重要手段遥
咱关键词暂 右心系统曰 感染性心内膜炎曰 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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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心内膜炎渊蚤灶枣藻糟贼蚤增藻 藻灶凿燥糟葬则凿蚤贼蚤泽袁陨耘冤是发
生于心内膜和渊或冤心脏瓣膜的炎症病变袁病死率较
高袁主要累及左心系统如主动脉瓣和渊或冤二尖瓣遥
右心系统的感染性心内膜炎 渊则蚤早澡贼鄄泽蚤凿藻凿 蚤灶枣藻糟贼蚤增藻
藻灶凿燥糟葬则凿蚤贼蚤泽袁砸陨耘冤较少见咱员暂袁发病因素也多样化遥 本
文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心外科
圆园园园耀圆园员园 年手术治疗的 砸陨耘 患者袁 总结其临床特
征和手术治疗经验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组患者 圆圆 例袁男性 员缘 例袁女性 苑 例袁年龄
员远耀缘愿 岁袁平均渊猿员援远苑 依 员园援怨苑冤岁遥 全部患者均有畏
寒和不规则发热袁体温 猿愿益耀源员益曰发热病史 员 周耀
圆源 个月不等曰有部分患者在当地医院治疗后症状缓
解袁但反复发作遥 伴有全身乏力尧疲劳尧盗汗尧纳差尧
面色苍白等遥员圆 例有肺部炎症表现院咳嗽尧咳脓痰尧气
促尧咯血和肺部湿啰音遥 伴有其他临床表现院心功能
不全的表现如胸闷尧心悸尧下肢浮肿等 员员 例袁肝肿大
怨 例袁 贫血 苑 例袁 心脏杂音性质改变 缘例袁 脾肿大 猿
例袁关节疼痛尧紫癜表现 圆 例袁肢体栓塞史 员 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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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砸燥遭遭蚤灶泽 等 咱圆暂于 员怨愿远 年提出的 砸陨耘 诊断
标准袁主要标准院淤发热曰于超声心动图证实右心系
统渊右心房壁尧右心室壁尧三尖瓣尧主肺动脉或肺动脉
瓣等冤有赘生物遥 次要标准院淤圆 次或 圆 次以上血培
养阳性曰于肺部感染或感染性栓塞的表现曰盂没有体
循环栓塞征象曰 榆三尖瓣区或肺动脉区心脏杂音的
改变遥 能满足 圆 条主要标准或 员 条主要标准加 猿 条
次要标准袁砸陨耘 可以诊断遥 本研究还将术中证实右心
系统有赘生物作为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的补充遥
员援圆 方法
手术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下进行袁 使用美
国 杂葬则灶泽愿园园园 型人工心肺机袁进口膜肺袁中度低温袁
中度血液稀释遥常规胸骨正中劈开切口袁升主动脉远
端和上下腔插管建立体外循环遥 源益含血高钾停搏液
心肌保护袁 主动脉根部顺行灌注袁 如需置换主动脉
瓣袁则作主动脉根部横切口或野杂冶形切口暴露主动脉
瓣袁左右冠状动脉直接灌注遥
手术彻底清除赘生物袁 切除赘生物所附着的心
内膜组织尧损坏的瓣膜及临近坏死组织袁清除瓣周脓
肿袁尽量避免损伤室间隔和传导束曰用 园援缘豫碘伏纱
布及抗生素擦洗局部遥大量冰生理盐水冲洗遥对于散
在较小的心内膜或血管内膜赘生物袁 采用刮匙搔刮
和电刀小功率烧灼的方法处理遥 对于瓣膜毁损较小
的袁可进行瓣膜的成形术袁无法成形的进行瓣膜置换
术遥所有瓣膜置换均采用间断褥式缝合的方法袁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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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心脏瓣膜缝合环均用碘伏或酒精搽拭遥 动脉
导管未闭均在低温低流量或低温短暂停循环的方法
经肺动脉切口缝闭遥 如合并其他心血管畸形同时予
以手术矫治遥
圆 结

果

病理基础院圆员 例有基础心脏病袁占 怨缘援源缘豫曰员 例
无基础心脏病袁为心内起搏系统感染所致袁占 源援缘豫遥
基础心脏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 员愿 例渊愿缘援苑豫冤袁风湿
性瓣膜病 猿 例渊员源援猿豫冤遥 先天性心脏病中有室间隔
缺损渊灾杂阅冤员员 例袁其中单纯室间隔缺损 远 例袁伴瓦
氏窦瘤破裂 圆 例袁伴右室流出道狭窄 员 例袁伴房间隔
缺损 员 例袁伴动脉导管未闭 员 例曰单纯动脉导管未闭
渊孕阅粤冤缘 例曰肺动脉瓣狭窄伴右室流出道狭窄渊孕杂冤员
例袁法洛氏四联征渊栽韵云冤员 例遥
血培养阳性 员猿 例渊缘怨援园怨豫冤袁其中草绿色链球
菌 源 例袁其他链球菌 猿 例袁金黄色葡萄球菌 猿 例袁其
他细菌 猿 例遥
本组患者择期手术 员愿 例袁急诊手术 源 例遥 术中
所见病理改变与术前诊断相符遥 本组 圆圆 例患者均
为术中证实有右心系统赘生物袁仅 员缘 例术前超声心
动图检出右心系统赘生物袁 占 远愿援圆豫遥 赘生物大小
源援园 皂皂 伊 愿援园 皂皂耀圆缘援园 皂皂 伊 员苑援园 皂皂 不等袁附着于
右心室壁 员员 例袁三尖瓣上 源 例袁主肺动脉 缘 例袁肺动
脉瓣上 猿 例袁合并主动脉瓣赘生物 远 例袁二尖瓣赘生
物 源 例袁起搏器心腔内导线上 员 例遥 超声心动图检
查阴性袁但术中证实有右心系统赘生物患者 苑 例袁均
是点状的小赘生物遥
本组 圆圆 例患者行赘生物清除和单纯室间隔缺
损修补 源 例袁合并房间隔缺损修补 员 例尧主动脉瓣置
换术 圆 例尧主动脉瓣尧二尖瓣置换术 员 例尧瓦氏窦瘤
破裂修补术 员 例尧右室流出道拓宽术 员 例尧动脉导管
缝闭 员 例曰行赘生物清除尧单纯动脉导管未闭缝闭术
圆 例袁合并主动脉瓣置换术 员 例尧主动脉瓣尧二尖瓣
置换术 员 例尧肺动脉穿孔修补术 员 例曰行赘生物清
除尧三尖瓣置换术 圆 例曰行赘生物清除尧肺动脉瓣切
除加右室流出道拓宽术 员 例曰行赘生物清除尧法洛氏
四联征矫治术 员 例曰残余心脏起搏导线及赘生物清
除尧三尖瓣置换术 员 例遥 所有患者中单纯右心系统
感染性心内膜炎 员远 例袁同时伴有左心系统感染性心
内膜炎的患者 远 例遥
员 例动脉导管未闭缝合加主动脉瓣置换术患者
术后早期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袁经持续性血液净化
治疗无效袁 死于继发性多器官功能衰竭袁 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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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援缘豫袁其余 圆员 例患者痊愈出院遥 术后早期并发症有
低心排综合征 源 例袁急性肾功能不全 员 例袁室上性心
律失常 猿 例袁切口感染 圆 例袁经药物治疗后痊愈遥 员
例动脉导管未闭缝合术后喉返神经损伤袁 并发永久
性声音嘶哑遥 圆员 例生存患者随访 圆耀员圆 年袁均存活袁
无再发感染性心内膜炎及心功能不全症状遥
猿 讨

论

猿援员 砸陨耘 的常见病理基础
砸陨耘 占 陨耘 患者的 缘豫耀员园豫袁其临床特征有别于
左心感染性心内膜炎渊造藻枣贼鄄泽蚤凿藻凿 蚤灶枣藻糟贼蚤增藻 藻灶凿燥糟葬则凿蚤鄄
贼蚤泽袁蕴陨耘冤遥 由于导致 砸陨耘 的病理基础不同袁关于 砸陨耘
患者的治疗原则和预后国内外文献报道有所不同遥
对于 砸陨耘 患者袁国外文献均报道预后较好袁大部分
可经内科药物治疗痊愈咱猿暂遥 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社
会袁超过 苑远豫的 砸陨耘 患者是静脉药瘾所致曰有 怨豫的
患者是其他因素所致袁包括淤医源性因素院心腔内植
入系统渊心内科介入导管尧导线尧电极等冤或内窥镜操
作尧血液透析所导致菌血症曰于先天性心脏病矫治植
入材料如瓣膜尧补片尧人工管道等咱源暂遥
迥然不同的是目前我国 砸陨耘 患者的病理基础
还是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主遥由于国情所限袁较多先天
性心脏病患者不能早期根治袁成为导致 砸陨耘 最主要
易感因素遥 先天性心脏畸形由于存在心内或心外的
异常通道尧瓣膜的畸形导致血流动力学异常改变袁形
成的湍流极易损伤心内膜袁导致细菌附着遥心内赘生
物的好发部位一般位于高压腔至低压腔的分流处袁
如室缺的右室面周围尧紧靠室缺边缘的三尖瓣隔瓣尧
肺动脉瓣曰右室流出道异常肌束表面尧狭窄流出道的
肺动脉的血管腔面曰 或异常通道相对应的心脏组织
上袁如动脉导管口相对应的主肺动脉尧左肺动脉起始
部及肺动脉瓣等处遥 本组资料也是以先心病患者为
主袁共有 员愿 例袁占 愿缘援苑豫遥 同时由于心腔内植入系统
如永久性起搏器或转复除颤器被越来越多的患者使
用袁医源性菌血症所致 砸陨耘 逐渐增多遥 本组有 员 例
渊占 源援缘豫冤 在心腔内的起搏导线和电极上形成巨大
毛虫样赘生物袁并导致三尖瓣的穿孔和赘生物形成遥
国外文献报道早年心腔内植入系统导致 砸陨耘 发生
率较高袁随着预防性抗生素使用近来明显降低咱缘暂遥 与
此类似的情况是静脉药瘾所致 砸陨耘 在我国的相关报
道也逐渐增多咱远暂袁药瘾者所导致 砸陨耘 常无基础心脏病
变袁发病时三尖瓣受累最多见袁其次为肺动脉瓣咱苑暂遥 本
组 圆圆 例患者中未见因静脉药瘾因素所致 砸陨耘遥
猿援圆 砸陨耘 的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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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陨耘 的临床特征和 蕴陨耘 大不相同遥 除了与 蕴陨耘
相似的全身感染症状如持续不规则发热尧菌血症表
现尧贫血外袁其突出的表现为肺部感染症状和源于右
心功能受损而导致的心脏并发症遥
砸陨耘 常常导致多发性肺部感染性栓塞遥 由于
砸陨耘 右侧心内膜和心脏瓣膜上感染赘生物会反复脱
落袁引起肺循环系统的多发性化脓性细菌性栓塞袁随
后继发肺部化脓性感染遥 由于肺部的滤过作用袁砸陨耘
很少有外周系统的栓塞和迁徙性的感染病灶遥 肺部
感染性栓塞并发症常见肺梗塞尧 肺脓肿尧 胸腔积
液尧脓胸尧脓气胸等袁导致患者胸痛尧呼吸困难尧咳
嗽尧咯脓痰或脓血痰袁甚至咯血 咱愿原怨暂遥 本组患者有肺
部感染症状的 员圆 例袁有 源 例患者有单侧或双侧的
胸腔积液遥
砸陨耘 引起的心脏并发症与以下因素有关院淤砸陨耘
病变直接累及三尖瓣导致三尖瓣器质性损坏渊累及
肺动脉瓣的病例较少见冤袁三尖瓣受损坏后袁关闭不
全导致右心负荷增加袁右心腔扩大袁右心衰竭 咱源原缘袁苑暂遥
长期的右心房扩大和房壁应力的提高袁会导致室上
性心律失常如房扑尧房颤等遥 当右心房压力持续升
高超过左心房压时则出现左向右分流和低氧血症曰
于多发性肺栓塞也可导致右侧心腔扩大尧右心功能
衰竭和逐渐恶化的三尖瓣关闭不全曰盂巨大赘生物
脱落栓塞肺血管会直接导致显著的肺动脉高压遥
同时不同病理基础的患者各有不同的病史特
点遥 先天性心脏病引起的 砸陨耘 有先天性心脏病病史
或手术史曰医源性因素导致的 砸陨耘 有导管介入治疗
史或其他有创检查或治疗史曰静脉药瘾因素者则比
较年轻袁有静脉吸毒经历遥
猿援猿 砸陨耘 的外科干预时机和手术方式
先天性心脏病导致的 砸陨耘院 由于导致 砸陨耘 的易
感因素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袁所以对于外科干预态
度亦不相同遥 国外文献报道的 砸陨耘 大多内科治疗预
后较好袁这与其致病因素大多是静脉药瘾有关遥 而
我国大部分 砸陨耘 患者均有基础心脏病袁因为感染性
心内膜炎可加剧基础心脏病导致的血流动力学紊
乱袁所以不论是 砸陨耘 还是 蕴陨耘袁一旦明确诊断袁只要
先天性心脏病或风湿性心脏病本身未发展成为手术
禁忌证袁均应手术治疗遥 手术的目的是彻底清除感
染病灶袁重建受损心内结构袁同时尽可能完全矫治基
础心脏病咱员园暂遥
手术时机的选择主要依据患者的感染控制情况
和心功能状态遥 如果经抗感染尧强心尧利尿和扩血管
治疗袁体温下降袁心功能逐渐改善者可择期进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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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袁一般多在炎症控制后的 猿耀源 周后遥 本组患者中
员愿 例是在感染控制病情稳定后进行的择期手术遥 如
果感染无法控制袁心力衰竭进行性加重袁超声心动图
发现赘生物持续存在尧真菌性感染性心内膜炎尧瓣周
脓肿尧移植物感染渊如管道袁补片等冤则考虑进行急诊
手术袁挽救患者生命遥 本组患者急诊手术 源 例袁均痊
愈出院遥
心腔内植入系统导致的 砸陨耘院 如果心腔内植入
系统不取出袁 仅仅依靠内科药物治疗袁 病死率高达
猿员豫耀远远豫 咱缘暂遥 若 砸陨耘 已经导致瓣膜损坏或是较大
赘生物位于瓣膜上袁则必须开胸手术治疗遥如果赘生
物位于感染导线或电极上 渊特别是植入时间较长
的冤袁是经皮拔除还是开胸手术取出是临床上有争议
的难题袁目前没有统一适应证遥一般认为取决于电极
植入时间和赘生物大小等因素遥 植入右心室内膜时
间较长的电极已被厚厚的纤维组织包裹袁 直接牵引
拔除可造成心肌撕裂尧三尖瓣损伤袁脱落的较大赘生
物也会造成肺栓塞遥
运造怎早 等咱员员暂对 猿猿 例约 员园 皂皂 赘生物的患者经皮
途径取出电极袁 肺血管灌注扫描证实新发肺梗塞并
发症的发生率 猿园豫袁 但均无临床症状和不良后果袁
认为该方法对约 员园 皂皂 的赘生物是安全的遥 而对于
员园 皂皂 以上的赘生物则必须进行开胸手术 咱缘袁员圆暂遥 本
组 员 例患者术前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导线和电极上
巨大毛虫样赘生物袁 并出现三尖瓣的赘生物和瓣叶
的毁损袁术中将心内起搏系统拔除袁并置换三尖瓣遥
静脉药瘾或其他不明原因导致的 砸陨耘院 大部分
可内科药物治疗痊愈袁并且预后较好遥只有少部分需
外科开胸手术治疗咱苑袁员猿暂袁如无法控制的菌血症或是顽
固性右心衰竭袁药物治疗无法缓解曰瓣周脓肿或真菌
性感染曰 足量抗生素治疗下袁 仍然反复发作肺部栓
塞遥 还有作者提出赘生物直径约员园 皂皂 的患者也应
手术治疗遥
手术时尽可能彻底清除感染组织尧赘生物袁用碘
伏溶液局部冲洗尧涂搽遥 如果瓣膜受损袁尽可能进行
自体组织重建遥如切除受损的三尖瓣部分瓣叶袁用心
包重建瓣叶袁或用二瓣化法进行成形或植入成形环遥
如果瓣膜毁损必须进行瓣膜置换遥 早期有作者提出
切除完全病变三尖瓣后旷置袁 该术式的好处是完全
切除感染组织袁避免感染再发的可能遥 但是 圆缘豫的患
者不能耐受严重的三尖瓣反流而行 圆 次手术进行三
尖瓣置换曰更有甚者袁有些患者迅速出现了肺动脉高
压袁 或者继发性出现早期或晚期的肺动脉多发栓塞遥
因此现在更多的心外科医师选择三尖瓣置换术咱员源原员缘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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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有 猿 例患者三尖瓣毁损较大袁无法进行成形袁遂
行瓣膜置换术遥 对于是使用生物瓣还是机械瓣袁历
来争议较大袁 国外学者多建议使用生物瓣或 匀燥皂燥鄄
早则葬枣贼袁认为其抗再感染的作用强于机械瓣遥 但考虑到
我国的具体情况袁本组根据患者的年龄尧性别尧经济
情况尧自身意愿决定选用何种瓣膜遥 本组 圆 例患者
置换机械瓣袁员 例患者置换生物瓣袁 术后恢复顺利袁
均未出现感染再发的情况遥
我国现阶段 砸陨耘 的主要病因仍以先天性心脏
病为主袁后天获得性疾病所致的 砸陨耘 在未来可能会
逐步增多袁治疗手段上仍应以外科手术为主袁充分去
除病灶袁纠正心内异常分流与畸形袁同时应结合足量
足疗程的敏感抗生素进行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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