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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右胸小切口与标准胸骨正中切口在心脏
瓣膜成形术中的比较研究
王怡轩 陈 思 刘金平 刘隽炜
【摘要】 目的 探讨右胸小切口（RMT）与标准胸骨正中切口（SMS）手术方法在心脏瓣膜成形术
中的应用和近期临床疗效。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法纳入 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10 月湖北省武汉市协和
医院行直视下心脏瓣膜成形术的患者共 270 例，其中 RMT 组 128 例，SMS 组 142 例。观察两组患者术前
病史资料、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总输血量、术后 ICU 停留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
并随访转归情况。结果 RMT 组和 SMS 组患者一般情况具有可比性，均能满意有效地完成瓣膜成形术。
两组均有 2 例院内死亡，在再次开胸、急性肾衰竭、脑血管意外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RMT 组在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较 SMS 组长（P＜0.05），而术后 ICU 停留时间、
，总输血量和术后机械通气时间也较少（P＜0.05）；术后 1 年随访两
术后住院时间较 SMS 组短（P＜0.05）
组患者在院外死亡率及再手术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 RMT 行瓣膜成形术安全可
行，相对于行 SMS 术患者具有术后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切口美观等优势，可取得与 SMS 完全
相同的近期手术效果，在无禁忌证的情况下有望成为部分患者瓣膜成形手术中的常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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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right minithoracotomy (RMT)
and standard median sternotomy (SMS) for mitral valve and tricuspid valve repair. Methods 27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RMT (n=128) or SMS (n=142) in mitral valve repair and tricuspid valve repair from May 2011 to
October 2014 in Wuhan Union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non-randomized control study. The
main outcomes such as general situation of operation,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follow-up resul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reoperative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abl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nd all the
surgeries wer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mortality (2 dead cases in each
group for tricuspid valve repair), reoperation of bleeding, acute renal failure and neurological events (all P>0.05).
The extracorporeal circulation time and aortic clamping in RMT group were longer compared with the SMS group
(P<0.05), but ICU stay,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RMT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SMS
group (P<0.05). The SMS group witnessed more blood loss and postoperat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P<0.05). Furthermor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1-year survival rate and freedom from
operation rate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SMS, RMT in the cardiac valve repair demonstra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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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safety, feasibility, efficiency and early outcomes, with fewer hospitalization time, more rapid recovery and
good cosmetic results,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a routine alternative for some patients.
【Key words】 Heart valve prosthesis implantation; Surgical procedures, minimally invasive; Right
minithoracotomy
从 20 世纪中叶首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完成
至今，心外科领域已经能够完成各类复杂的心脏手
术。传统心脏手术为追求术野清晰，暴露充分，以
胸骨正中切口为经典路径，但是该方法有胸骨连续
性被破坏，失血较多，术后并发症发生概率高，切
口不美观等缺点[1]。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微创心
脏外科因其手术创伤较小，患者疼痛较轻，术后生
活质量较高和美容效果较好，在年轻或老年患者中
得到广泛应用[2]，1997 年国际微创心脏外科学会的
成立更是其日益成熟的标志。
目前在欧美国家，二尖瓣关闭不全已经成为第
二大常见的心脏瓣膜病变[3-4]，二尖瓣退行性变为最
常见的二尖瓣关闭不全的病因，有 Meta 分析表明二
尖瓣成形术较二尖瓣置换术有更好的临床预后[5]。同
时，根据英国学者 Irwin 等[6]关于右心系统疾病的
报道，90%的三尖瓣关闭不全继发于左心血流动力
学紊乱引起的肺动脉高压，仅有 10%是由原发性器
质性病变引起的，而左心瓣膜手术后纠正功能性三
尖瓣关闭不全也已成为我院共识，故三尖瓣成形技
术也在瓣膜手术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996 年，在 Carpentier 等[7]首次进行了经胸小
切口二尖瓣成形术后，各种微创瓣膜成形方法和技
术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包括微创胸廓切开瓣膜成
形术、部分胸骨切开瓣膜成形术、机器人辅助瓣膜
成形术、孔式入路腔镜瓣膜成形术、经皮介入瓣膜
成形术。其中，右胸小切口（right mini-thoractomy，
RMT）心脏瓣膜成形术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我院心
外科都应用得较为广泛，也有 Meta 分析报道，相比
于标准胸骨正中切口（standard median sternotomy，
SMS）
，RMT 在二尖瓣成形术中拥有相似的临床预后
和安全性，且能够降低心外科患者 ICU 住院时间[8]。
以此为基础，本文拟进一步探讨 RMT 与 SMS 手术
方法在二尖瓣成形术和三尖瓣成形术中的应用和
临床疗效，为微创心脏瓣膜成形术在国内的应用提
供一定的临床证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 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10 月
于武汉协和医院心脏与大血管外科行右胸前外侧

微创切口心脏瓣膜病手术患者共 270 例，RMT 组
128 例，其中二尖瓣成形术 72 例，三尖瓣成形术
56 例；SMS 组 142 例，其中二尖瓣成形术 88 例，
三尖瓣成形术 54 例。
二尖瓣成形术纳入标准：
（1）首次行单纯二尖
瓣成形术患者（成形方式不限）；
（2）患者年龄 75
岁以下，体质量指数（BMI）＜30 kg/m2，纽约心
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Ⅲ级及以下，左心室射
血分数（LVEF）≥50%，无低心排出量综合征、心
源性恶病质，未明显合并多脏器功能障碍患者；
（3）
术前诊断明确，不合并拟行二尖瓣成形后因效果不
佳术中转二尖瓣置换患者，不合并同期主动脉瓣手
术、三尖瓣手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心室憩室
切除术、冠状动脉窦瘤破裂修补术、大血管手术患
者；
（4）可同期合并左心房血栓清除术、房间隔缺
损修补术、黏液瘤切除术、MazeⅢ心房颤动射频消
融术；
（5）无右肺手术史，右侧脓胸史，胸前区感
染或胸前外伤史，漏斗胸，无下肢动静脉狭窄粥样
硬化或走形畸形。
三尖瓣成形术纳入标准：
（1）首次行三尖瓣成
形术患者（成形方式不限）
；
（2）患者年龄 75 岁以
2
下，BMI＜30 kg/m ，心功能Ⅲ级及以下，LVEF≥
50%，无低心排出量综合征、心源性恶病质，未明
显合并多脏器功能障碍患者；
（3）不合并同期主动
脉瓣手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心室憩室切除术、
冠状动脉窦瘤破裂修补术、大血管手术患者；
（4）
因我院单纯三尖瓣器质性病变行三尖瓣成形术的
患者较少，纳入可同期合并二尖瓣置换术、二尖瓣
成形术、房间隔缺损修补术、黏液瘤切除术、MazeⅢ
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的患者；（5）无右肺手术史，
右侧脓胸史，胸前区感染或胸前外伤史，漏斗胸，
无下肢动静脉狭窄粥样硬化或走形畸形。
1.2 手术方法
1.2.1 RMT 组 二尖瓣成形手术方法：手术均取右
胸前外侧第 4 肋间微创切口（6～8 cm）进胸，右
侧腹股沟 2 cm 切口置入股动静脉插管建立外周体
外循环，股静脉腔房管末端置入上腔静脉，侧孔位
于右心房，经房间沟入路进入左心房。暴露二尖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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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叶及瓣下结构，根据术中情况及彩色超声行二尖
瓣成形术，二尖瓣成形方法包括瓣环成形、瓣叶切
除（三角切除、矩形切除）、人工腱索置换、缘对
缘技术、交界缝合。
合并左心房血栓，同期行左心房取栓术；合并
心房颤动，同期行改良 MazeⅢ心房颤动射频消融
术；合并房间隔缺损、心房黏液瘤，则股静脉引流
管末端位于下腔静脉内，经切口插上腔静脉直角管，
上下腔静脉分别套带阻断，切开右心房实施手术。
三尖瓣成形手术方法：手术均取右胸前外侧第
4 肋间微创切口（6～8 cm）进胸，右侧腹股沟 2 cm
切口置入股动静脉插管建立外周体外循环，股静脉
引流管末端置入下腔静脉，经切口插上腔静脉直角
管，上下腔静脉分别套带阻断。切开右心房，根据
术中情况及彩色超声行三尖瓣成形术，三尖瓣成型
方法包括瓣叶修补、乳头肌腱索成形、Kay 成形、
De Vega 成形和人造瓣环成形。
合并二尖瓣手术，经房间沟入路成形或置换；
合并心房颤动，同期行改良 MazeⅢ心房颤动射频
消融术；合并房间隔缺损、心房黏液瘤，均于右心
房切开同期手术。
1.2.2 SMS 组 经过 SMS 行二尖瓣、三尖瓣成形术。
所有实施RMT 及SMS 瓣膜手术的手术者有超过
3 年的手术经验，行 RMT 心脏瓣膜成形术的术者有
超过 100 台小切口瓣膜成形术手术经验，本研究各患
者的具体手术方法由临床医师和患者意愿共同决定。
1.3 观察指标
1.3.1 病历资料 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联
系方式，术前 BMI、心功能分级、LVEF，所行手
术名称，手术方式，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
间，同期手术情况，总输血量，术后辅助通气时间，
术后 ICU 停留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及
院内转归。
1.3.2 随访资料 采用门诊加电话对患者进行为
期 1 年的随访，随访时间包括例行的术后 1、3、6
个月，术后 1 年。随访资料包括：术后是否健在，
表1

是否在同一瓣膜接受再次手术，心功能分级，超声
心动图结果。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4.0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 x  s ）表示，非正态分布数据用中位数（四分
位数间距）[M（Q）]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或非参
数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术前资料 如表 1 所示，RMT 组和 SMS
组二尖瓣成形术患者在年龄、性别、BMI、NYHA
心功能分级、LVEF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三尖瓣成形术患者两组基线特征差异也无统
计学意义（P＞0.05）
。
2.2 患者术中术后资料 所有患者均成功行瓣膜
成形术，术后患者均带气管插管转入我院心外科
ICU 治疗，给予呼吸机辅助呼吸，血管活性药物泵
入，维持呼吸循环稳定。气管插管拔除指征：
（1）
患者神志清楚，反应灵敏、安静，自主呼吸有力；
（2）血气分析各项指标无明显异常；（3）全身情
况稳定，循环功能稳定，用药或不用药情况下血压
稳定；
（4）术后引流量少，无出血与心包压塞现象。
后续开始抗凝治疗，引流量＜50 ml/d 即可拔除引流
管，术后 5 d 复查经胸超声心动图显示瓣膜开闭功
能良好，无反流出现，鼓励患者早日下床活动，如
恢复顺利，患者 1 周即可出院。
二尖瓣成形术中 RMT 组无患者延长手术切口，
术中均未转向正中开胸，见表 2。相对于 RMT 组，
SMS 组拥有更短的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
间，而 RMT 组则在总输血量、机械通气时间、ICU
停留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优于 SMS 组（P＜0.05）
。
相对于 RMT 组，SMS 组二尖瓣成形术合并了更多
的 MazeⅢ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两组患者均无术
后院内死亡，且在术后瓣膜成形相关并发症发生比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6%（4/72）vs. 5.68%（5/88），
P＞0.05]。

RMT 组和 SMS 组患者基线特征

组别

术式

例数

年龄(岁, x  s )

男性(%)

BMI(kg/m2, x  s )

RMT 组

二尖瓣成形术

72

46.8±2.4

68.3

三尖瓣成形术

56

42.3±3.8

二尖瓣成形术

88

48.2±3.5

三尖瓣成形术

54

42.1±2.9

SMS 组

NYHA 心功能分级(例)

LVEF(%, x  s )

Ⅱ级

Ⅲ级

22±3

54

18

58±4

59.6

21±4

38

18

55±3

71.1

23±2

61

27

56±3

63.4

22±4

35

19

52±4

注：RMT：右胸小切口；SMS：标准胸骨正中切口；BMI：体质量指数；NYHA：纽约心脏病协会；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

·59·

心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2016 年 6 月第 5 卷第 2 期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Electronic Edition),June 1,2016,Vol.5,No.2

表2

各组二尖瓣成形术患者术中、术后临床资料的比较

体外循环时间

主动脉阻断时间

(min, x  s )

(min, x  s )

72

158±26

94±19

88

102±22

78±17

组别

例数

RMT 组
SMS 组
P值

<0.05

合并手术(例)

中转开胸

总输血量

(例)

[ml,M(Q)]

2

0

150(225)

16

0

350(375)

左心房

黏液瘤

房间隔缺

MazeⅢ心房颤

取栓术

切除术

损修补术

动射频消融术

12

3

9

15

5

12

<0.05

<0.05

机械通气时间

ICU 停留时间

术后住院时间

(h, x  s )

(h, x  s )

(d, x  s )

术后并发症(例)

组别

例数

院内死亡

引流过多再次开胸

急性肾衰竭

脑血管意外

RMT 组

72

18.1±4.2

35.9±8.2

8.6±4.7

0

2

1

1

SMS 组

88

25.6±5.5

43.4±10.1

11.8±5.2

0

3

0

2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P值

表3
组别

例数

各组三尖瓣成形术患者术中、术后临床资料的比较

体外循环时间

主动脉阻断时间

(min, x  s )

(min, x  s )

合并手术(例)
二尖瓣

二尖瓣

黏液瘤

房间隔缺损

MazeⅢ心房颤动

成形术

置换术

切除术

修补术

射频消融术

中转开胸
(例)

RMT 组

56

150±31

108±25

17

33

1

5

3

1

SMS 组

54

130±25

91±21

12

34

2

6

10

0

<0.05

<0.05

总输血量

机械通气时间

ICU 停留时间

术后住院时间

[ml,M(Q)]

(h, x  s )

(h, x  s )

(d, x  s )

院内死亡

P值
组别

例数

术后并发症(例)
引流过多

急性肾

脑血管

再次开胸

衰竭

意外
0

RMT 组

56

300(363)

20.4±5.1

50.4±22.8

14.0±5.1

2

3

1

SMS 组

54

450(400)

30.8±7.0

69.2±30.7

18.7±3.2

2

4

2

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P值

三尖瓣成形术中 RMT 组无患者延长手术切口，
但是有 1 例合并二尖瓣置换术的患者因右胸粘连严
重，术野暴露困难，术中转向 SMS，该例患者未算
入 RMT 组或 SMS 组。三尖瓣成形术中 RMT 组与
SMS 组比较而言，也得到了和二尖瓣组类似的结
果，RMT 在体外循环时间和主动脉阻断时间较 SMS
长，但总输血量、机械通气时间、ICU 停留时间及
术后住院时间则较少（P＜0.05）
，两组患者术后均
有 2 例在术后 30 d 内因心功能不可逆转恶化至死
亡，余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0.71%（6/56）vs. 14.81%（8/54），P＞0.05]。在
合并手术方面，三尖瓣成形术合并最多的手术是二
尖瓣置换术。见表 3。
2.3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资料 患者出院后，按照我
表4
组别

术式

随访例数

RMT 组

二尖瓣成形术
三尖瓣成形术

SMS 组

院心外科医师的医嘱院外定期复查凝血功能，调整
华 法林 剂量 ，二尖 瓣手术 调节 国际 标准化 比值
（INR）至 1.8～2.4，三尖瓣手术调节 INR 至 2.0～
3.0。机械瓣终身抗凝治疗，瓣环成形、生物瓣置换
者抗凝治疗 3 个月。对 180 例患者通过门诊加电话
随访，取术后 1 年的患者一般情况、心功能、距离
最近一次的超声心动图结果作为统计指标。见表 4。
除去 4 例院内死亡患者，266 例患者成功随访
患者 RMT 组 126 例（二尖瓣成形术 72 例，三尖瓣
成形术 54 例）
，SMS 组 137 例（二尖瓣成形术 87
例，三尖瓣成形术 50 例）
，平均随访率为 98.87%。
二尖瓣成形术随访患者中 RMT 组与 SMS 组相应瓣
膜再次手术率[2.78%（2/72）vs. 3.45%（3/87）
，P＞
0.05]、死亡率[0（0/72）vs. 1.15%（1/87）
，P＞0.05]、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资料
NYHA 心功能分级(例)

相应瓣膜再次手术

死亡(例)

Ⅰ/Ⅱ级

Ⅲ/Ⅳ级

(例)

72

70

2

2

0

54

47

5

4

2

二尖瓣成形术

87

83

3

3

1

三尖瓣成形术

50

45

4

4

1

·60·

心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2016 年 6 月第 5 卷第 2 期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Electronic Edition),June 1,2016,Vol.5,No.2

各心功 能分级比例 [Ⅰ/Ⅱ级 97.22%（ 70/72 ）vs.
95.40%（83/87）
，P＞0.0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三尖瓣成形术随访患者中 RMT 组与 SMS 组再次手
，P＞0.05]、
术率[7.41%（4/54）vs. 8.00%（4/50）
死亡率[3.70%（2/54）vs. 2.00%（1/50）
，P＞0.05]、
各心功 能分级比例 [Ⅰ/Ⅱ级 87.04%（ 47/54 ）vs.
90.00%（45/50）
，P＞0.0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心脏外科技术的不断提高和
微创器械的迅速更新，人们对心脏手术的观念逐渐
发生改变，在确保手术质量的前提下，更多的患者
对减小创伤，美观伤口的要求日益增加。手术切口
的微创化、非体外循环下手术的开展、心血管疾病
的介入诊治、胸腔镜及机器人辅助的手术都是微创
心脏外科涵盖的范围。由于目前国内经济水平及微
创技术学习曲线问题，我国仍以小切口手术为心脏
疾病微创治疗的主要手段。
各类小切口手术入路之中，又分为胸廓切开术
和部分胸骨切开术。前者包括了右前胸第二肋间，
右前胸第四肋间，左前胸，左后胸，右腋中线垂直
切口，胸骨旁切口；后者则包括 J 型、L 型、倒 T
型部分胸骨上端切口和小 T 型、V 型部分胸骨下端
切口[9]。对于在心脏瓣膜病中占据较大比重的二尖
瓣病变手术，常用的小切口径路包括部分胸骨切
口，胸骨旁切口，右腋下直切口[10]，右胸前外侧切
口[11]和左胸后外侧切口[12]，Modi 等[13]和 Cheng 等[14]
分别在 2008 年和 2011 年比较各种小切口二尖瓣手
术的 Meta 分析中发现，微创小切口二尖瓣手术相
对于 SMS 术后输血量、伤口感染率、ICU 滞留时
间和总住院时间较低，而瘢痕满意度较高。
目前国内的一些心脏中心常规开展微创二尖
瓣手术，其中以二尖瓣置换术为主，而二尖瓣成形
术较二尖瓣置换术拥有更多优点，包括改善患者长
期存活率、更好地保护左心室功能、免于感染性心
内膜炎或抗凝并发症。在欧美国家，有 45%～65%
二尖瓣关闭不全是由于黏液样退行性病变，需行二
尖瓣成形术，中国二尖瓣关闭不全则仍以风湿性病
变为主，病因的不同，决定了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
二尖瓣成形术数量上的差别[15]。我们则以本院国人
特异性瓣膜疾病的角度上，探讨常用的右胸第 4 肋
间小切口手术方式在瓣膜成形术中的应用。
在本研究中，仅有 2 例患者术中探查发现前后
瓣叶严重脱垂，虽使用后瓣叶成形、人工腱索置换、

瓣环成形等多种二尖瓣成形技术，但术中超声提示
修复效果不满意，仍有中度反流，遂仍于该小切口
下行二尖瓣置换，余 72 例第 4 肋间小切口均能够
满意有效地完成不同种类的二尖瓣成形手术，其成
形失败后换瓣比例与 SMS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在术中情况和术后并发症方面，二尖瓣成形术两组
患者在术后院内死亡，出血过多再次开胸，急性肾
衰竭发生率等预后较为类似的情况下，虽然 RMT
组在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要明显长于
SMS 组，但是在术后 ICU 滞留时间、术后住院时
间则有显著的优势，这与 Iribarne 等 [16] 的研究及
Ding 等[17]的 Meta 分析较为一致。且和 2013 年 Cao
等[8]得出的 RMT 组在院内的短期预后和 SMS 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结论保持一致的是，我院二尖
瓣成形术两组患者在 1 年后的心功能比例、再次手
术率和死亡率上，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中
二尖瓣成形术 1 年避免再次手术率 97%，略低于
2012 年 McClure 等[18]研究的 97.5%±1%，但三尖
瓣成形 1 年再次手术率（8%）明显高于 McCarthy
等[19]的研究报道。探讨原因可能是：
（1）样本量少，
本研究三尖瓣成形术样本量仅有 110 例；
（2）非同
一医师手术，纳入我科不同手术组医师手术，不同
组医师针对同一疾病采取三尖瓣成形术式有所不
同；（3）手术方式不同，我院在 2013 年前多用自
体心包片或涤纶补片结合单纯缝合成形术对三尖
瓣病变进行修复，到 2013 年后 Edwards MC3 立体
硬质成形环才被广泛使用，Bernal 等[20]在 2010 年
报道联合成形环成形较单纯缝合成形术拥有更低
的再次手术率，与我们的研究结果较为类似。而我
科再次手术患者均为前次行自体心包片成形术患
者，术后因风湿性病变进展，成形线开裂，发生感
染性心内膜炎等原因，考虑到患者无明显手术禁忌
证，均予再次手术治疗，所以我们在随访过程中发
现再次手术率较高。长期预后方面，也有文献进行
相关报道，2015 年 Mazine 等[21]对 200 例二尖瓣退
行性变患者行微创二尖瓣成形术长期随访发现，5
年生存率达到了 97.9%± 1.5%，而 McClure 等[18]
则对 929 例小切口二尖瓣成形手术患者统计发现术
后 15 年的避免再次手术率达到 90.4%±3%。所以
我们认为，经右胸前外侧小切口行二尖瓣成形术能
够取得完全等同于 SMS 的手术效果。
与此同时，我科也顺利完成了微创三尖瓣成形
术，该时间段的三尖瓣成形术中仅有 1 例合并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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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置换术患者中转开胸。国内外关于三尖瓣成形术
小切口与正中切口的多中心随机临床比较研究非
常少，本研究在院内死亡率（3.6% vs. 7.8%）
、脑血
、再次开胸率（5.4% vs.
管意外发生率（0 vs. 1.6%）
7.8%）
、急性肾衰竭的比例（1.8% vs. 7.8%）都低于
2014 年 Ricci 等[22]的报道，可能原因是本研究仅纳
入了首次三尖瓣成形术的患者，且并没有纳入心功能
Ⅳ级的病例，这也从侧面证明了 RMT 在三尖瓣成形术
运用的安全性、可行性、重复性。
经历了多年小切口瓣膜成形术手术操作以后，
我院心外科对相关的手术适应证及手术方式有如
下体会：
（1）针对有美容要求的年轻人、既往有 SMS
手术史者、糖尿病患者及有可能行再次心脏手术的
高危人群推荐行小切口瓣膜成形术，而对于有右胸
手术史、右胸腔感染、右肺粘连、漏斗胸、重度肥
胖、合并冠心病者选用正中切口较安全；
（2）鉴于
股动脉插管相对于直接升主动脉插管增加了腹股
沟并发症的风险[18]，我们决定在术前常规运用双下
肢动静脉彩色超声的方法评估股动静脉的基本情
况再决定插管和手术方式；
（3）有文献报道孔氏入
路体外循环可被用在微创心脏手术的过程当中[23]，
然而，这种经典的通过股动脉气囊插入升主动脉膨
胀后阻断的方法被报道有术后脑卒中甚至逆行主
动脉夹层撕裂的风险，而常在主动脉钙化严重的时
候使用。故我科采用股动脉、股静脉穿刺插管，阻断
钳经胸直接阻断升主动脉的方法建立体外循环[24] ；
（4）Grossi 等[25]用单纯 Logistic 模型的方法说明冠
状静脉窦逆行灌注心脏停搏液是微创二尖瓣成形
术中不良神经系统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故我科采
用主动脉阻断后主根部顺行灌注心脏停搏液的方
法进行心脏停搏。
本单中心非随机回顾性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
性：
（1）在纳入病种的选择上，我们并未考虑主动
脉瓣疾病伴随的瓣膜成形术患者。因为有文献报道
小切口主动脉瓣手术因为多数升主动脉位置靠胸
部正中，经右胸前外侧切口由于术野局限，损伤冠
脉的风险较高，多采用胸骨上段纵切加至第四肋间
的横切 J 行切口[26]，且缺乏长期预后证据。而小切
口主动脉瓣和二尖瓣的双瓣手术在一些主动脉根
部广泛钙化、活动性心内膜炎、瓣膜脓肿和需要防
治瓣膜瓣环不匹配的患者身上并不是那么完美，因
为一些此类患者需要行主动脉根部扩张术 [27] 和瓣
膜间纤维体重建术[28]，采用 SMS 较多。同时，小

切口三瓣膜手术则更多以病例报告为主[29]。如此种
种，决定了 RMT 合并主动脉疾病的多瓣膜病变需
要更多的随机对照研究，为降低纳入标准中的干扰
因素，本研究并未纳入该类患者。
（2）本研究纳入
病例均为首次行瓣膜成形术患者，而单纯三尖瓣成
形在再次、三次手术的目标群体中可能更多，再次
开胸患者手术风险高，预后较首次心脏手术患者
差，故本研究也未考虑这部分患者。
（3）小切口患
者选择较为严格，往往排除一些重度肥胖、胸腔肺
部感染、胸腔粘连严重、右肺手术史、漏斗胸的患
者，故本研究并不能对比所有类型的患者选择 RMT
手术和 SMS 手术的优劣性。
综上所述，经 RMT 行瓣膜成形术安全可行，
中转开胸率低，相对于 SMS 患者拥有术后创伤小、
恢复快、住院时间短、切口美观等优势，能够取得
完全等同于 SMS 的近期手术效果，在无禁忌证的
情况下有望成为部分患者瓣膜成形手术中的常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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