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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探讨野三明治冶样隔膜技术在肌部室间隔缺损渊皂灾杂阅冤修补术中的应用及临床价值遥方法院圆园员员 年 猿 月耀圆园员猿 年

猿 月袁在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中采用野三明治冶样隔膜技术治疗 皂灾杂阅 猿猿 例袁其中男 员愿 例袁女 员缘 例曰年龄 猿圆 凿耀远 岁曰体重 源耀

圆园 噪早遥 其中 源 例为多发 皂灾杂阅袁同时合并法洛四联症渊栽韵云冤愿 例尧膜周部室间隔缺损 圆园 例袁房间隔缺损渊粤杂阅冤员远 例尧动脉导管未

闭渊孕阅粤冤源 例尧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 员 例尧主动脉缩窄 员 例遥 均在心脏停跳后直视下以野三明治冶样隔膜技术修补 皂灾杂阅袁心内
其他畸形同期完成矫治遥 结果院手术经过顺利袁术后呼吸功能不全 源 例袁均治疗痊愈出院曰员 例合并重症 栽韵云 术后发生低心排而

自动出院袁其余均顺利出院遥术后心功能恢复良好袁术后 猿 个月随访复查超声心动图示残余分流 缘 例袁直径均约 猿 皂皂袁未处理袁术

后 员 年再次复查其中 猿 例残余分流已消失遥 结论院野三明治冶 样隔膜技术治疗 皂灾杂阅 是一种安全尧有效的方法袁简化了手术过程袁

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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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部室间隔缺损渊皂灾杂阅冤的修补目前仍然是心
脏外科医师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之一袁传统手术治疗的
病死率远高于普通的室间隔缺损袁且术后易出现室壁
瘤形成尧心功能不全尧室性心律失常等并发症咱员暂遥 随着
外科技术及经验的不断积累袁以双补片构建野三明
治冶 样隔膜在 皂灾杂阅 修补术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
该技术无需增加额外的心室切口袁具备较高的可行
性及安全性咱圆暂遥 圆园员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猿 月本院将该
技术应用于 猿猿 例患儿袁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袁现总结
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组中男 员愿 例袁女 员缘 例袁年龄 猿圆 凿耀远 岁袁平均
员缘援愿 个月袁体重 源耀圆园 噪早袁平均 愿援缘 噪早遥 多数患儿平素
易患呼吸道感染遥载 线胸片提示 圆缘 例肺血增多或明
显充血袁愿 例肺血减少袁 本组 源 例为多发性 皂灾杂阅遥
术前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渊栽耘耘冤 测量 皂灾杂阅 直径为
源耀员园 皂皂袁同时合并法洛四联症渊栽韵云冤愿 例尧膜周部
室间隔缺损渊灾杂阅冤圆园 例尧房间隔缺损渊粤杂阅冤员远 例尧
动脉导管未闭渊孕阅粤冤源 例尧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
渊栽粤孕灾悦冤员 例尧主动脉缩窄渊悦燥粤冤员 例遥 圆猿 例合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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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上肺动脉高压遥
员援圆 方法
所有患儿均行胸骨正中切口袁撑开胸骨袁切开心
包袁常规建立体外循环袁阻断升主动脉袁心脏冷停跳
后中度低温体外循环下袁切开右房袁经三尖瓣孔用直
角钳探查 皂灾杂阅袁 从膜周部室间隔缺损或房间隔切
口 确认直角钳尖进入 左室后袁 仔 细 观察 并确 认
皂灾杂阅 的部位尧大小及数目袁从膜周部室间隔缺损送
入 园 号线袁用直角钳抓住一端后将其穿过 皂灾杂阅 从
右室抽出袁园 号线的另一端导入 员 枚固定于 缘鄄园责则燥鄄
造藻灶藻 且 比 皂灾杂阅 直 径 大 远 皂皂 的 孕栽云耘 补 片 置 于
皂灾杂阅 左室面袁 将 缘鄄园责则燥造藻灶藻 穿过另一大小适合的
孕栽云耘 补片中央袁 然后打结将该补片置于 皂灾杂阅 右
室面袁故而双补片及室间隔形成野三明治冶样结构袁右
室面补片和室缺边缘用 月灾员 间断缝合数针以妥善
固定渊图 员冤遥 合并 孕阅粤 者袁在体外循环开始前袁先行
孕阅粤 结扎遥 对 栽韵云尧膜周部 灾杂阅尧粤杂阅尧栽粤孕灾悦 均同
期进行畸形矫治遥 停体外循环后常规行经食道超声
检查袁证实野三明治冶补片位置良好袁如果超声显示残
余分流袁则从心房和肺动脉抽血袁做 匝责颐匝泽 的计算遥
如 匝责颐匝泽跃员援猿 则考虑再次手术遥
圆

结 果
所有病例手术经过顺利袁无手术死亡遥全组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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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从膜周部室间隔缺损确认直角钳尖进入左室曰月耀悦院从膜周部室间隔缺损送入 园 号线袁用直角钳抓住一端后从右室抽出曰阅院导入 员 枚固

定于 缘鄄园责则燥造藻灶藻 的 孕栽云耘 补片置于 皂灾杂阅 左室面曰耘院将 缘鄄园责则燥造藻灶藻 穿过另一枚 孕栽云耘 补片中央曰云院右心室面的补片和 皂灾杂阅 边缘间断缝合数针
以固定遥 砸粤院右心房曰蕴粤院左心房曰栽灾院三尖瓣曰酝灾院二尖瓣曰砸灾院右心室曰蕴灾院左心室遥

图员

野三明治冶样隔膜技术修补 皂灾杂阅

循环 渊源缘援远 依 员愿援缘冤皂蚤灶袁 主动脉阻断 渊猿源援圆 依 员圆援愿冤
皂蚤灶遥 术毕右室面均未触及震颤袁经食道超声检查提
示无明显残余分流尧无周围组织卡压尧无房室瓣活动
障碍等遥 术后呼吸功能不全 源 例袁经呼吸机支持尧强
心利尿尧血管活性药物渊多巴胺尧多巴酚丁胺尧立其丁
等冤 治疗后痊愈出院曰员 例合并重症 栽韵云 术后发生
顽固性低心排袁监护人放弃治疗袁其他患儿均顺利出
院遥 术后 猿 个月随访复查超声心动图提示残余分流
缘 例袁直径均约 猿 皂皂袁未处理袁术后 员 年时复查其中
猿 例残余分流已消失遥 其余患儿无残余分流及严重
心律失常袁效果满意袁生长发育良好遥
猿 讨

论

皂灾杂阅 占 灾杂阅 的 缘豫耀圆园豫袁在小婴儿中发生率
更高袁可发生在肌部的任何部位袁其特征是缺损边缘
均为肌肉袁可以呈单发袁也可以多发袁由于肌小梁的
阻挡形成 源 个以上的缺损者袁称为瑞士奶酪型缺损袁
常与膜部 灾杂阅 并存袁 因而明显加大了左向右分流袁
此类患儿常较早出现肺动脉高压及心功能不全 咱猿暂遥
依据 运蚤则噪造蚤灶 的室缺分型法袁皂灾杂阅 可以分为 源 型院
淤后部院位于室间隔流入道袁容易为三尖瓣所遮盖曰
于前部院隔缘束前上支或隔束前方曰盂中部院位于调

节束附近曰榆心尖部院位于调节束远端近心尖处 咱源暂遥
本组病例中袁后部型 源 例袁前部型 缘 例袁中部型 圆园
例袁心尖部型 源 例遥
尽管心脏外科技术尧 心肌保护技术及术后重症
监护技术有了显著提高袁 但由于 皂灾杂阅 解剖复杂尧
类型多变袁传统手术显露和修补均比较困难袁尤其多
个开口的 皂灾杂阅 往往修补不完善袁术后残余漏的发
生率极高遥 皂灾杂阅 往往合并其他畸形袁手术并发症发
生率及病死率均较高袁 一旦术后有残余分流将显著
影响心功能恢复袁 严重者可导致死亡遥 韵噪怎遭燥 和
月葬糟澡葬 等咱缘原远暂提出野镶嵌治疗冶的概念袁即在体外循环
时直视下暴露 皂灾杂阅 边缘袁置入封堵器关闭 皂灾杂阅袁
再完成合并心脏畸形的矫治手术遥 该方法充分结合
了介入治疗和直视手术的优势袁 使复杂及重症先天
性心脏病手术的成功率明显提高袁 但镶嵌治疗除了
面对体外循环直视手术所带来的风险外袁 还存在栓
塞尧封堵器移位及脱落尧对瓣膜组织的损伤乃至心脏
穿孔等并发症袁 同时昂贵的封堵器和相关材料的成
本及技术因素也限制了其广泛运用遥 张海波等咱苑暂报
道 源园 例 皂灾杂阅 伴心脏畸形的患儿行 野镶嵌治疗冶
后袁员苑 例患儿封堵器边缘有少量左向右分流袁其中 圆
例需再次手术袁 另 员 例患儿术后因封堵器移位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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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手术遥
本组所采用的野三明治冶样隔膜技术操作上简单
易行袁不需要额外的特殊器械及装置尧不需要左右心
室切口尧不延长手术时间遥 根据本组的经验袁该技术
仅需约 员园 皂蚤灶 左右的手术时间袁而避免了传统心室
切开所导致的心律失常尧低心排尧室壁瘤形成等并发
症遥 但该技术仍有一定比例的残余分流袁酝怎则葬噪葬皂蚤
等咱愿暂随访的 猿远 例患者中袁术后早期 员 例患者出现较
大的残余分流袁员员 例患者有小的残余分流遥 在之后
的随访中 员员 例小残余分流有 愿 例闭合袁另外 猿 例也

运动而导致术后心功能不全袁 通常情况下此类患儿

宜先行肺动脉环缩袁以期肌部室间隔自愈或 圆耀猿 年
后再行手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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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闭合遥 由此可见野三明治冶样隔膜技术所发生的
小残余分流绝大多数都能闭合遥 本组有 员 例多发
皂灾杂阅 患儿术后早期出现了分别为 圆 皂皂 和 员 皂皂
的残余分流袁密切随访 员 年多分流消失袁另外 源 例细

小残余分流者在随访过程中有 圆 例已消失袁没有需
再次手术的患者遥 本组经验是中部型 皂灾杂阅 较适合
运用该技术袁而靠近心尖部的缺损难以显露和操作袁
术后残余分流的发生率高遥 婴幼儿的室间隔运动是
左心室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袁野三明治冶样隔膜技术
另外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较大的补片会影响室间隔运
动袁对于低体重患儿尤为明显遥酝怎则葬噪葬皂蚤 等咱愿暂的研究
提示体表面积约 园援源 皂圆 患儿术后左心室缩短分数明
显差于体表面积跃 园援源 皂圆 的患儿袁 且左室射血分数
和总补片面积 辕 体表 面积之比值有 明显 相关 性遥
再燥泽澡蚤皂怎则葬 等咱怨暂通过术后超声心动图研究显示袁使用
野三明治冶 样隔膜技术的 怨 例患儿中 苑 例出现不同
程度的室间隔运动功能减弱袁显著高于非野三明治冶
技术组遥 因此袁在后期完成的近 圆园 例手术中袁在操
作上进行了适当改进袁在保证手术安全的前提下尽
可能使用更小的补片袁残余分流率并未增加遥
总之袁应用野三明治冶样隔膜技术修补 皂灾杂阅 是
一种安全尧有效的方法袁并不延长体外循环时间袁具
有良好的临床效果袁值得推广袁但本组病例随访时间
较短袁远期的随访结果仍有待于进一步确认遥 对于
小婴儿要避免使用较大的补片袁以免影响室间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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