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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室后壁厚度用于评估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瓣膜钙化情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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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通过分析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患者的左室后壁（left ventricle post wall，LVWP）厚度，评价患者瓣膜钙化的严

重程度以及预后情况。方法：通过免疫组化染色、光密度半定量分析以及 RT⁃PCR 检测分析 60 例主动脉瓣钙化患者（分为轻、
中、重主动脉瓣狭窄 3 组）的瓣膜组织钙化程度，比较各患者术前术后的射血分数（ejection fraction，EF）变化值，评估 LVWP 对
判断有无手术指征以及预后的作用。结果：分析不同程度瓣膜狭窄组的 LVWP，轻、中、重度瓣膜狭窄组两两对比，LVWP 厚度

依次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对瓣膜组织进行 Von Kossa 染色后半定量分析以及 RT⁃PCR 分析，LVWP 轻、中、重度增

厚组钙化程度依次加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对患者手术前后 EF 差值分析，LVWP 中度增厚患者的 EF 差值比 LVWP 轻
度增厚患者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VWP 重度增厚患者的 EF 增加值与 LVWP 中度增高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
论：LVWP 可以用来预估主动脉瓣瓣膜的钙化程度，
对于非主动脉瓣重度钙化患者，
LVWP 值越大，
手术获益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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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severity of left ventricular posterior wall（LVPW）in patients with calcific

aortic valve disease，and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the lesion and prognosis. Methods：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semi ⁃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optical density and RT⁃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alcification degree of valvular tissue in 60 patients with

aortic valve calcification，who were divided into mild，moderate and severe aortic stenosis groups. The changes of ejection fraction（EF）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were compared，and the role of left ventricle post wall（LVWP）in judging the indication of operation and

prognosis was evaluated. Results：LVWP in different degree of stenosis group was analyzed，and LVWP in mild，moderate and severe
stenosis group was increased in turn，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rough the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Von Kossa

staining of valve tissue and RT⁃PCR analysis，the calcification degree of LVPW mild，medium and severe thickening group increased in
turn，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EF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of patients with LVPW medium

thickening was more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LVPW mild thickening，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F increase in patients with LVPW severe thickening and patients with LVPW medium thickening.
Conclusion：LVPW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approximate degree of aortic valve calcification.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alcification
of non⁃aortic valve，the greater the LVPW value，the greater the benefit of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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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 化 性 主 动 脉 瓣 疾 病（calcified aortic valve
diease，CAVD）是人群中常见的心脏病，在成人中，
无论是有免疫因素的风湿性心脏瓣膜病，还是先天
性二叶式主动脉瓣病变或退行性三叶式主动脉瓣
病变，主动脉瓣狭窄都是 CAVD 中最常见的类型，会
导致极严重的后果［1-3］。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
以及平均寿命增加，退行性主动脉瓣病变已经取代
风湿性主动脉瓣病变成为最常见的 CAVD［4］。狭窄
形成以后，进行主动脉瓣置换手术是目前最佳的治
疗手段。在主动脉瓣置换术前对于患者瓣膜狭窄
程度的分级、心脏功能的评价以及预后估计是衡量
是否有手术指征和预测手术收益的重要环节。尽
管近年来指南对此做了较为具体的表述，这一环节
目前仍然存在依赖医务工作者主观经验进行判断
的现象，重症患者的手术指征和预后更加缺乏值得
信任的客观检测依据。
二维超声心动图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无创手
段能够比较准确地测量心脏各腔隙以及流入、流出
道的情况［5-6］。但是在心脏功能受损的患者中主动
脉瓣跨瓣压差变小，通过主动脉瓣跨瓣压差评估主
动脉瓣狭窄情况可能出现误差［7-8］。本研究通过分
析患者左室后壁（left ventricle post wall，LVWP）厚度
评估 LVWP 对指导判断手术指征和预后的作用。
1

1.1

对象和方法

对象
选取 60 例 2013—2018 年间在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住院并行手术的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其
中男 30 例，女 30 例，年龄 50~69（59.30±9.37）岁；根
据二维超声心动图提示，将 60 例患者分为轻度、中
度、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组。收集轻度、中度以及重
度主动脉瓣狭窄组手术中的瓣膜各 20 例。每例瓣
膜在术中切除后立即切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 10%
多聚甲醛浸泡并石蜡包埋用于免疫组化染色等实
验，一部分研磨匀浆后提取组织 RNA 用于 PCR，另
一部分保存备用。本研究经江苏省人民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所有相关患者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PCR 检测 Runx2 表达水平
使用 miRNeasy Mini Kit 试剂盒（Qiagen 公司，美
国）从人类瓣膜组织和猪的瓣膜间质细胞中提取
RNA，用 TaKaRa PrimeScriptTM RT Master（TaKaRa 公
司，日本）试剂盒将其逆转录。使用 TaKaRa SYBR
Premix Ex TaqTM Ⅱ（TaKaRa 公司，日本）试剂盒和每

一个基因的引物（Bulge⁃LoopTM miRNA qRT⁃PCR 引
物 ，广 州 锐 博 生 物 公 司）在 ABI384 孔 PCR 仪
（7900HT Fast Real⁃Time PCR systems，ABI 公司，美
国）上进行 PCR 反应。
1.2.2 组织学染色方法
对石蜡包埋的切片进行 Von Kossa 染色，并进行
半定量分析。其中 Von Kossa 染色使用试剂盒 Von
Kossa Kit（Polysciences 公司，美国），并根据其说明
检测钙化程度。最后使用 Image⁃Pro Plus 软件对免
疫组化图片进行半定量分析。
1.2.3 计算射血分数（ejection fraction，
EF）差值
EF 值表示左心室的收缩功能，其数值可以用来
判断心脏功能。用患者术后 3 个月心超的 EF 值减
去术前首次 EF 值，得到 EF 差值，可以推测患者手术
获益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各类数据检测正态
性之后进行分析。其中性别、年龄、术前危险因素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慢性肾病、吸烟史）为分
类变量，年龄、LVWP 测量值、Von Kossa 染色后半定
量分析的吸光度值、Runx2 表达量、EF 差值为数值
变量。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采用方
差分析比较组间差异，再使用双尾 t 检验、皮尔逊相
关检验等方法；对于分类变量资料采用例数与百分
比表示，使用校正后的卡方分析法。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 果

纳入患者的临床特征
二维超声心动图提示瓣膜轻度狭窄患者 20 例，
瓣膜中度狭窄患者 20 例，瓣膜重度狭窄患者 20 例。
高血压患者 14 例，轻、中、重瓣膜狭窄组分别有 4、5、
5 例；高血脂患者 13 例，轻、中、重瓣膜狭窄组分别有
5、4、4 例；糖尿病患者 10 例，轻、中、重瓣膜狭窄组分
别有 4、3、3 例；有吸烟史患者 7 例，轻、中、重瓣膜狭
窄组分别有 3、2、2 例；无慢性肾病患者。3 组患者性
别、年龄、术前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慢性肾病、吸烟史）等因素均无统计学差异（P 均>
0.05）。
2.2 瓣膜轻度、
中度、
重度狭窄组LVWP测量值比较
瓣膜中度狭窄组 LVWP 厚度是轻度狭窄组的
1.23 倍，瓣膜重度狭窄组 LVWP 测量值是中度狭窄组
的 1.20 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图 1）。因
此根据 LVWP 值分为轻度增厚组、中度增厚组、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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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厚组。
2.3 LVWP 轻度、中度、重度增厚组患者主动脉瓣
钙化情况
对患者术中取下的主动脉瓣组织进行 Von Kos⁃
sa 染色（图2）和半定量分析显示，
LVWP中度增厚患者
的钙化程度是轻度增厚组的1.67倍，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LVWP 重 度 增 厚 组 的 钙 化 程 度 是
LVWP 中度增厚组的 2.27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图 3）。且患者 LVWP 测量值与染色半定
量 分 析 所 示 的 瓣 膜 钙 化 程 度 呈 正 相 关 关 系（r=
0.760，P < 0.05，图 4）。对患者术中取下的主动脉瓣
组织进行 RT⁃PCR 分析结果显示，
LVWP 中度增厚患
者的 Runx2 表达量是轻度增厚组的 1.70 倍，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LVWP 重度增厚组的钙化程度
是 LVWP 中度增厚组的 2.40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图5）。
2.4 LVWP 轻、中、重度增厚患者手术恢复情况
LVWP 中度增厚患者的 EF 差值是轻度增厚患
者的 3.64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图 6）。
LVWP 重度增厚患者的 EF 增加值与 LVWP 中度增厚
患者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轻度 LVWP 增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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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主动脉瓣瓣膜轻度、中度、重度狭窄组的 LVWP 测量
值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LVWP in patients with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aortic valve stenosis

3

讨 论

CAVD 是临床上常见的心脏瓣膜病，最常见的
类型主要分为退行性病变、风湿性病变以及先天性
二叶式畸形。随着病情进展，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出
现左室后负荷压力增大，心脏代偿性的收缩力增
加，心肌逐渐增厚，当出现心功能失代偿时，心输出
量降低，心脏逐渐扩大，最终导致心脏功能衰竭，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时间［9］。目前主动脉

中度 LVWP 增厚组

重度 LVWP 增厚组

图 2 Von Kossa 染色下不同程度 LVWP 增厚组患者主动脉瓣钙化程度（×200）
Aortic valve calcification in groups with different LVWP thickening degrees under Von Kossa staining（×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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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LVWP 测量值与染色半定量分析所示的钙化程
度有相关性

Figure 4

LVWP of patients is associated with calcifica⁃

ferent LVWP thickening degrees by semi⁃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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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ative Von kossa staining

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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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轻度增厚 中度增厚 重度增厚
LVPW

不同程度 LVWP 增厚患者主动脉瓣中 Runx2 mRNA
表达量的比较

Figure 5

Comparison of Runx2 mRNA of aortic valv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VWP thickening de⁃
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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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轻度增厚 中度增厚 重度增厚
LVPW

不同程度 LVWP 增厚患者手术前后的 EF 差值比较

Figure 6

Comparison of EF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op⁃
eration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VWP thick⁃
ening degrees

瓣狭窄的药物治疗对患者没有明显受益，外科主动
脉瓣置换手术仍是最主要也是最受益的治疗方
式。在术前评估患者主动脉瓣狭窄情况及钙化情
况对于术前准备及预后十分有意义［10-12］。本研究先
比较了二维超声心动图提示轻度狭窄、中度狭窄、
重 度 狭 窄 患 者 的 LVWP 测 量 值 ，发 现 各 组 之 间
LVWP 测 量 值 均 不 等 ，且 轻 、中 、重 度 狭 窄 组 的
LVWP 均值依次增高，提示 LVWP 可以代表瓣膜狭
窄程度，于是将患者重新分为 LVWP 轻度增厚组、
LVWP 中度增厚组、LVWP 重度增厚组。
Runx2 因子在血管及瓣膜钙化过程中起到十分
重要的调节作用［13］，在正常状况下，Runx2 因子一般
不表达，但是在理化因素影响下其表达量升高，可
以导致瓣膜间质细胞成骨化改变［14］。Von Kossa 染
色能直观看出标本组织中的钙离子含量，评价瓣膜
组织的钙化程度，本研究分析了 LVWP 轻度、中度、
重度增厚组的钙化情况。对术中取下的瓣膜组织
进行 RT⁃PCR，发现 LVWP 中度增厚组中代表成骨活
动的 Runx2 表达比 LVWP 轻度增厚组高，LVWP 重

度增厚组 Runx2 表达比 LVWP 中度增厚组高。通过
对手术标本的 Von Kossa 染色，发现 LVWP 中度增厚
组的钙化情况比 LVWP 轻度增厚组严重，LVWP 重
度增厚组的钙化情况较 LVWP 中度增厚组严重。同
时，借助 ImageProplus 软件对染色切片进行的半定
量分析也提示同样结果。将 60 例患者的主动脉瓣
组织石蜡切片的钙化染色半定量分析结果与各患
者对应的 LVWP 测量值进行了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发现 LVWP 测量值与主动脉瓣瓣膜钙化程度呈正相
关关系，这提示 LVWP 可以用来预估主动脉瓣狭窄
患者主动脉瓣瓣膜的钙化程度［15-16］。
当心脏功能发展到失代偿阶段时，心脏收缩能
力将会明显下降，而衡量心脏功能的重要指标左室
射血分数将会下降［14］。分析患者术后 3 个月 EF 与
首次手术前 EF 的差值与 LVWP 的关系，发现 LVWP
中 度 增 厚 组 EF 差 值 比 LVWP 轻 度 增 厚 组 大 ，而
LVWP 重度增厚组的 EF 差值与 LVWP 中度增厚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18］。这可能说明非重症患者，
LVWP 测量值提示了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后的受益程
度，即 LVWP 越大，手术获益也越大。
然而本研究也注意到，对于 LVWP 中度增厚患
者和 LVWP 重度增厚患者，其术后 3 个月的 EF 值提
升程度几乎一样。这可能是因为 LVWP 重度增厚患
者的心脏已经处于失代偿状态或失代偿的边缘，实
际上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因而接受手术治疗之后
难以获得比 LVWP 中度增厚患者更大的受益。
同时本研究也注意到二维超声心动图中的另
一 个 指 标 室 间 隔 厚 度（interventricular septal thick⁃
ness，IVS），它的测量值与绝大多数患者（53 例）的
LVWP 测量值相等，这暗示 IVS 可能也是反映主动
脉瓣狭窄患者瓣膜钙化情况和接受手术后获益情
况的指标［19-20］。
本研究将患者的术前临床指标（LVWP）与以患
者手术标本为对象的实验室检测结果（钙化染色结
果）相联系。将术前临床指标（首次心超的 LVWP 测
量值）与术后临床指标（3 个月后复测的 EF 值与首
次心超 EF 值之差）相结合，挖掘出了 LVWP 这一常
见心超指标新的临床意义。但受制于实验条件和
入组原则，每组只纳入了 20 例患者，样本量不多，结
果的可靠性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主动脉瓣轻度、
中度、
重度狭窄患者的 LVWP 测
量值依次增高，提示 LVWP 可以代表瓣膜狭窄程度。
根据瓣膜狭窄程度将患者按 LVWP 值分为 LVWP 轻
度增厚组、中度增厚组和重度增厚组之后，发现 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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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钙化情况依次加重，
且 LVWP 测量值与主动脉瓣瓣
膜钙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LVWP 中度增厚组手术
前后 EF 差值比 LVWP 轻度增厚组大，而 LVWP 重度
增厚组的 EF 差值与 LVWP 中度增厚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提示可以用 LVWP 预估主动脉瓣狭窄患
者主动脉瓣瓣膜的钙化程度。对于非主动脉瓣重度
钙化患者，
LVWP值越大，
手术获益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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