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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K液与温血灌注在成人瓣膜置换术中
对心肌保护作用临床效果对比
王丽芳1，周自强1，齐弘伟1，赵凤华1，吴明营1
【摘要】目的 探讨成人瓣膜置换手术中使用不同心肌保护液（HTK液与温血灌注），对患者心肌
保护作用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治疗心脏瓣膜置
换术的患者30例，按照心肌保护方案不同分为HTK液组和温血灌注组，每组各15例。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情况、心肌相关指标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血钾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温血灌注可
减少术后低钾。在对两组患者主动脉阻断后、开放后、术后第1 d、第3 d、第7 d等五个时间点对肌酸激
酶同工酶（CK-MB）、心肌肌钙蛋白T（cTnT）、缺血修饰白蛋白（IMA）水平检测，发现两组心肌指
标的组间、时间及交互效应均具有统计学差异。温血灌注组主动脉阻断后、主动脉开放后TMA，术后第
1 d、术后第3 d、术后第7 d CK-MB，主动脉阻断后、主动脉开放后、术后第1 d、术后第3 d、术后第7 d
cTn-T优于HTK液组。结论 HTK液与温血灌注在成人瓣膜置换术均有一定的心肌保护作用，温血灌注对
心脏缺氧缺血的损害较轻，具有更好的心肌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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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yocardial protection solution (HTK solution and

warm blood perfusion) on protective effect in patients during valve replacement. Methods The patients undergone
valve replacement (n=30) were chosen from 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 2017 to Dec. 2019, and divid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heart protection plans, into HTK solution group and
warm blood perfusion group (each n=15). The therapeutic situation, myocardial-related indexes and complication

incidence were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Results The cases of postoperative kaliopenia decreased in warm
blood perfusion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detections on levels of creatine kinase-MB isoenzyme (CKMB), cardiac troponin T (cTnT) and 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 (IMA) showed that there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2 groups, at time and in interaction effects at 5 time points including after aortic occlusion, after aortic
opening and the 1th d, 3rd d and 7th d after operation. IMA after aortic occlusion and after aortic opening, CKMB on the 1th d, 3rd d and 7th d after operation, and cTn-T at 5 time points were superior in warm blood perfusion
group to those in HTK solution group. Conclusion HTK solution and warm blood perfusion all have some
myocardial protection effects, while warm blood perfusion has a better myocardial protective effect with less damage
of hypoxia and ischemia during valve replacement.
[Key words] HTK solution; Warm blood perfusion; Valve replacement; Myocardial protection; 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 Creatine kinase-MB isoenzyme; Cardiac troponin T

成人瓣膜置换术需在体外循环（CPB）状态
下进行手术，术中对心肌的保护，有利于手术顺
利进行及患者术后恢复 [1]。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
心脏手术中的心肌保护进行了大量研究，随着体
外循环技术的不断发展，心脏保护液也在不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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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和更新。常用的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的心肌保
护依赖于化学停搏及低温，而对于手术时间较长
的患者则需多次灌注，可能引发电解质紊乱及心
肌细胞水肿等情况，导致围术期心脏功能抑制，
影响患者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心肌肌钙
蛋白T（cTnT）、缺血修饰白蛋白（IMA）等指
标变化 [2]。为减少冷晶体灌注的不良反应，上世
纪90年代提出了温血连续灌注心肌保护法，多项
研究证明其心肌保护效果优于冷血间断灌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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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特保护液（HTK solution）能够模拟细胞内
液，以低钠、无钙和一定浓度的钾离子诱导心脏
停搏。本研究选取30例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分
组对比HTK液与温血灌注在成人瓣膜置换术中对
心肌保护作用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1月~2019年12月于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治疗的心脏瓣膜置换
术患者30例，纳入标准：心脏瓣膜病诊断及手术
指征明确；首次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均为单瓣
手术。排除标准：低心排（射血分数＜50%）；
合并其它心血管系统疾病影响手术治疗及术后恢
复的进行；合并其他系统疾病影响手术治疗及术
后恢复。按照心肌保护方案不同分为HTK液组和
温血灌注组，每组各15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男性（例）
年龄（岁）
体重（kg）
心功能分级
Ⅱ级（例）
Ⅲ级（例）

组别
温血灌注组（n=15） HTK液组（n=15）
8
6
50.61±9.23
51.72±8.56
64.60±8.74
63.92±9.23
3
7

P值
0.824
0.556
0.721
0.833

4
5

1.2 治疗方案
1.2.1 HTK液组 患者入院后常规给予强心、利
尿、补钾等治疗，完善术前检查。HTK液成分：
10%氯化钾7.5/500 ml；25%硫酸镁2.0/500 ml；
5%氯化钙1.5/500 ml；5%碳酸钠20/500 ml。阻断
升主动脉，主动脉根部灌注4~8℃HTK液，单次
灌注剂量2000 ml，如手术时间超过150 min则需
复灌500 ml，所有病例均灌注1次。初始灌注压力
维持在100 mmHg，灌注中用吸引管将HTK液尽量
吸走，心脏停跳后灌注压力维持在50 mmHg，总
灌注时间维持在6~8 min。
1.2.2 温血灌注组 患者入院后常规给予强心、利
尿、补钾等治疗，完善术前检查。灌注液成分：
生理盐水溶液和氯化钾针剂配制成含钾离子50.25
mmol/L的高钾停跳液和含钾离子20 mmol/L的低
钾停跳液。其中5%碳酸氢钠20/500 ml，25%硫
酸镁5/500 ml，15%氯化钾25/500 ml，15%氯化钾
10/500 ml。首次停跳液的总量15~20 ml/kg，大心
脏者可适当加量。心脏阻断后，利用含氧血与高
钾停跳液比例为4:1的含氧含血停跳液持续灌注，
其中钾离子13~14 mmol/L。每30 min复灌与低钾
停跳液比例为4:1的含氧含血停跳液，其中钾离子
7~8 mmol/L，温度均控制在4~8℃。操作结束，开
阻断钳5 min利用机血灌注，灌注量5~10 ml/kg。

1.3 观察指标
1.3.1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的体
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辅助循环时间、
术后血钾、自动复跳例数、气管带管时间、24 h
引流量等术中、术后治疗的相关指标等。
1.3.2 两组患者心肌相关指标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
术前T0、主动脉阻断后T1、主动脉开放后T2、术
后第1天T3、术后第3天T4、术后第7天T5等时间
点IMA 、CK-MB、cTn-T指标变化，其中IMA采
用白蛋白-钴结合实验测定（IMA试剂盒购于北
京中杉生物科技公司），CK-MB采用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测定（Roche CK-MB试剂盒及Roche e601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购于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
司），cTn-T采用ELISA法测定（Roche cTn-T试
剂盒购于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1.3.3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记录比较两组患者手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1.0进行统计学处理，
正态性检验采用Kolmogorov Smirnov检验，均数±
标准差（ x ±s）描述各组及各时间点的平均水平
和变异，组间均衡性检验用t检验或卡方检验，
组间及各时间点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
析，各时间点均数比较采用重复对比的方法，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 HTK液组术后血钾比
例低于温血灌注组，术后气管带管时间低于温血
灌注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余指标组间无统计学意义（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
治疗情况

组别
温血灌注组
HTK液组
（n=15）
（n=15）
体外循环（min）
118.49±10.64 121.21±9.09
主动脉阻断（min） 65.59±9.32
66.61±8.12
术后血钾（mmol/L） 4.72±0.61
4.39±0.57
自动复跳[例（%）] 13（86.67） 12（80.00）
气管带管（h）
31.29±9.11
39.87±11.27
24 h引流量（ml）
392.23±67.53 389.53±65.27

统计值 P值

0.753
0.320
2.652
3.972
0.111

0.229
0.376
0.010
1.000
0.000
0.456

注：-为Fisher检验

2.2 两组患者心肌相关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的
IMA、CK-MB及cTn-T等心肌指标的组间、时间
及交互效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T0时刻两组患者IMA、CK-MB及cTn-T等心肌指
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1、T2时两
组IMA，T3、T4、T5时两组CK-MB，T1、T2、
T3、T4、T5时两组cTn-T，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表3）。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HTK液组1例发生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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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心肌相关指标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时间

温血灌注组 15

HTK液组

整体分析
组间
时间
交互

15

IMA

（U/ml）
T0
72.61±4.03
T1
41.52±4.11
T2
43.81±4.37
T3
69.80±4.70
T4
72.60±4.09
T5
74.03±4.51
T0
72.30±3.28
T1
46.49±5.64
T2
49.60±4.27
T3
70.06±4.52
T4
72.98±4.63
T5
74.87±4.65
HF系数 4.326
F
13.39
P
0.001
F
143.80
P
0.000
F
71.94
P
0.000

CK-MB

cTn-T

（U/L）
17.89±5.12
35.98±5.82
62.02±13.30
36.53±6.28
21.18±5.50
11.20±4.01
18.12±5.60
34.52±6.12
63.61±11.03
45.72±6.19
26.83±5.97
14.23±4.22
3.587
68.39
0.000
229.57
0.000
116.53
0.000

（mg/ml）
0.15±0.05
2.60±1.22
6.65±1.78
2.95±0.79
0.47±0.09
0.16±0.05
0.16±0.06
3.59±1.38
10.43±2.59
7.55±2.68
1.88±0.65
0.19±0.08
1.267
28.57
0.000
153.37
0.000
62.57
0.000

注：IMA组间比较：tT0=0.400，PT0=0.690；tT1=4.777，
PT1=0.000；tT2=6.357，PT2=0.000；tT3=0.267，PT3=0.790；
tT4=0.413，PT4=0.681；tT5=0.870，PT5=0.387；CK-MB组间比
较：tT0=0.203，PT0=0.839：tT1=1.160，PT1=0.249；tT2=0.617，
PT2=0.539；tT3=6.991，PT3=0.000；tT4=4.669，PT4=0.000；
tT5=3.492，PT5=0.000；cTn-T组间比较：tT0=0.859，PT0=0.393；
tT1=3.602，PT1=0.001；tT2=8.069，PT2=0.000；tT3=11.044，
PT3=0.000；tT4=14.414，PT4=0.000；tT5=2.133，PT5=0.036

输出量综合征，并发症发生率为6.66％；温血灌
注组1例发生心律失常，并发症发生率为6.66％。
经Fisher检验，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均无统计
学差异（P=1.000）。
3 讨论
对心脏瓣膜病患者而言，心脏瓣膜置换手术
可有效改善心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但该手术
需进行心脏停跳，可能导致心肌缺血性损伤，此
外，手术过程可能导致心肌损伤，影响患者疗效
及预后[5]。目前心脏瓣膜置换术主要采用含血停搏
液作为心肌保护液，术中每20~30 min灌注1次，对
于手术时间较长的患者其弊端逐步显现[6]。体外循
环时间越长，主动脉阻断时间越长，对患者心肌
功能影响越大。本试验中，两组患者体外循环以
及主动脉阻断时间无统计学差异，说明两组均能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患者心肌功能。温血灌注组患
者术后血钾水平高于HTK液组，但并无高钾血症
等不良反应发生，这与温血灌注术程中加强心内
吸引，克服温血连续灌注对手术视野的影响，通
过术后利尿等治疗调整心功能，控制患者血钾水
平[7]。温血灌注组患者心脏自动复跳比例高于HTK
液组，说明温血灌注利于心功能恢复。
IMA为缺血修饰性蛋白，对心肌缺血缺氧反
应敏感，心肌缺血缺氧3~10 min内IMA水平即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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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升高，心肌血供恢复超过6 h，IMA水平即可恢
复正常[8]。IMA是心肌缺血的早期诊断指标，对心
肌缺血高度敏感但特异性不足。CK-MB作为心肌
肌酸激酶的同工酶，在心肌裂解后释放至血清，
早期心肌缺血缺氧CK-MB变化并不显著[9]。cTn-T
是心肌肌肉收缩的调节蛋白，正常血清中含量较
少，在缺氧、缺血及心肌梗死时其含量会异常变
化[10]。IMA、CK-MB及cTn-T评价心肌损伤各有优
势，本次研究通过对三个指标不同时间点变化的
测定，对心肌保护的效果进行评估。结果两组患
者IMA、CK-MB及cTn-T等心肌指标的组间、时
间及交互效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T0时刻两组患者IMA、CK-MB及cTn-T等心肌指
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1、T2时两组
IMA，T3、T4、T5时两组CK-MB，T1、T2、T3、
T4、T5时两组cTn-T，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任建立等[11]研究发现，采用温血停搏
液持续不停跳灌注对心脏缺血缺氧性损害较轻，
具有更好的心肌保护作用，与本试验研究结果相
似。这与温血灌注为生理性状态，减少心脏瓣膜
置换术中因低温导致的血液黏滞度增加、心脏微
循环障碍、氧解离曲线左移，保持心肌酶活性，
维持心肌能量利用以及ATP产生，更好的保护心
肌功能[12-14]。且温血灌注能减少心肌缺血的相对
时间，减少心脏复苏时氧自由基的产生造成的缺
血再灌注损伤[15]。
综上所述，HTK液与温血灌注在成人瓣膜置
换术均有一定的心肌保护作用，温血灌注对心脏
缺氧缺血损害较轻，具有更好的心肌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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