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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瓣置换术后新发持续性心房颤动的术前因素预判分析
徐琛1，王颖骅1，蒋莉1，叶静1，刘晓芯1，沈文军1
【摘要】目的 探讨主动脉瓣置换术（AVR）后新发持续性心房颤动（PeAF）的术前相关因素。方
法 回顾性分析将2015至2018年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进行AVR的316例患者，根据术后是否发生
持续性房颤分为PeAF组（109例）和非PeAF组（207例），通过对比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彩超检查资料
及炎性因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求分析影响AVR术前发生PeAF的危险因素。结果 PeAF组患者的
年龄（P＜0.001）和术前左房容积（P＜0.001）大于非PeAF组，且其术前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
P＜0.001）、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P＜0.001）水平明显高于非PeAF组，差异皆有统计学意
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OR=1.754，95%CI：1.022～2.979，P＜0.05）、左房
容积（OR=1.066，95%CI：1.039~1.094，P＜0.01）、NT-proBNP（OR=1.004，95%CI：1.002~1.007，P
＜0.01）、MMP-2（OR=1.028，95%CI：1.014~1.043，P＜0.01）水平升高是AVR术后新发PeAF的独立危
险因素。结论 高龄、心房容积较大、术前NT Pro-BNP及MMP-2水平较高者AVR后更易新发P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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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predictive preoperative factors of new-onset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PeAF) af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AVR). Methods The patients (n=316) undergone AVR from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rom 2015 to 2018.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PeAF occurrence, into PeAF group (n=109) and non-PeAF group (n=207). The baseline
data, materials of color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The
preoperative risk factors of PeAF after AVR were analyzed by applying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ge (P<0.001) and preoperative left atrial volume (P<0.001) were higher in PeAF group than those in
non-PeAF group, and MMP-2 (P<0.001) and NT-proBNP (P<0.00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eAF group
than those in non-PeAF group. The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60 (OR=1.754,
95%CI: 1.022~2.979, P<0.05), left atrial volume (OR=1.066, 95%CI: 1.039~1.094, P<0.01), and increased NTproBNP (OR=1.004, 95%CI: 1.002~1.007, P<0.01) and MMP-2 (OR=1.028, 95%CI: 1.014~1.043, P<0.01)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PeAF after AVR.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ge, increased atrial volume
and higher preoperative levels of NT Pro-BNP and MMP-2 will much easily suffer from PeAF after AVR.
[Key words]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Post-operation;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Risk factors

随着人口老龄化，主动脉瓣狭窄（AS）患者
人数逐年增多，行单纯主动脉瓣置换术（AVR）
的人数也逐年增加，且经过大量多中心、前瞻
性、随机对照研究证实AVR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延长AS患者生存时间并改善其生存质量[1]。AVR
术后常可发生持续性房颤（PeAF），患者心房
肌电和机械活动紊乱，心肌收缩舒张功能不全，
心脏泵血功能下降，易生成心房内附壁血栓，导
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感染率和远期死亡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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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3]。左心耳切除/结扎（LAAA）和肺静脉隔离
（PVI）可预防AVR术后发生PeAF，但不适合普
遍推广应用 [4]。为更好指导外科做好术后预判及
预防性治疗，笔者对我院部分行AVR治疗患者进
行回顾性研究，探讨AVR术后新发PeAF的术前影
响因素，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回顾性分析2015~2018年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进行主动脉瓣置换术
316例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83例，
女性133例，年龄51~71（60.23±7.26）岁。所
有患者均有行AVR的临床指征，且其诊疗均符合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中国专家共识》 [5]。排
除标准：术前已知存在AF或房扑病史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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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AA、PVI或迷宫手术等预防措施者；临床资
料不齐全者或死亡病例；患有严重的其他器官功
能不全者。主动脉瓣球囊置换术后发生持续性房
颤 [6] 是指房颤发生在术后1个月内，且持续时间
超过1个月，术后2个月随访时仍存在。根据主动
脉瓣置换术后是否发生持续性房颤分为PeAF组
（109例）和非PeAF组（207例）。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收集 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STS）
评分、体质指数（BMI）（通过身高、体质计算
得出）、基础疾病、有无不良嗜好、心功能分
级、是否紧急手术、术前用药等。
1.2.2 术前超声指标 收集所有患者的术前心脏彩
超检查资料，包括主动脉瓣面积、主动脉瓣平均
跨瓣压、左室收缩末期内径、左室舒张末期末
径、左房容积、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室射血分
数、肺动脉瓣跨瓣压等。
1.2.3 术前血清学指标 收集所有患者的术前血
清学指标及炎症指标，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2
（MMP-2）、MMP-9、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肌钙
蛋白、肌红蛋白、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
介素-6（IL-6）、肌酐。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0.0统计
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
s）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迭
代变量入选标准P＜0.05，剔除标准P＞0.10；回
归模型采用逐步筛选法），再对影响AVR术后发
生房颤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其独立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基线资料对比 PeAF组患者的年龄大于
非PeAF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两组的性别、STS评分、BMI、基础疾病、心功能
分级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2.2 比较两组术前心脏彩超检查资料 PeAF组术前
左房容积明显大于非PeAF组，差异皆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两组的主动脉瓣面积、主动脉
瓣平均跨瓣压、左室内径、左室射血分数等方面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比较两组术前血清学指标及炎症指标水平
PeAF组术前MMP-2、NT-proBNP明显高于非

表1 两组患者一般基线资料的比较
组别

PeAF组

非PeAF组

P

（n=109）
59（54.13）
61.34±5.62
1.66±0.31
23.35±3.23

（n=207）
124（59.90）
58.24±6.51
1.60±0.46
22.64±5.42

0.323
＜0.001
0.222
0.210

130（62.80）
46（22.22）
131（63.29）
20（9.66）
8（3.86）
24（11.59）
58（28.02）

0.942
0.541
0.633
0.888
0.670
0.509
0.937

性别（n，%）
年龄（岁）
STS评分（%）
平均BMI（kg/cm2）
基础疾病（n，%）
高血压病
68（62.39）
糖尿病
21（19.27）
高脂血症
66（60.55）
感染性心内膜炎
10（9.17）
肺动脉高压
6（5.5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0（9.17）
吸烟史（n，%）
31（28.44）
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分级（n，%）
Ⅰ~Ⅱ级
73（66.97）
Ⅲ~Ⅳ级
36（33.03）
紧急手术（n，%）
20（18.35）
术前用药（n，%）
β受体阻滞剂
8（7.34）
ACEI
25（22.94）
他汀类
28（25.69）

156（75.36） 0.112
51（24.64） 0.112
42（20.29） 0.680
17（8.21） 0.785
44（21.26） 0.731
40（19.32） 0.191

表2 两组术前心脏彩超检查资料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PeAF组

非PeAF组

P

主动脉瓣面积（cm2）
主动脉瓣平均跨瓣压（mmHg）
左室收缩末期内径（mm）
左室舒张末期末径（mm）
左房容积（ml/m2）
左室舒张末期容积（ml）
左室射血分数（%）
肺动脉瓣跨瓣压（mmHg）
左室肥大（n，%）

（n=109）
2.71±0.08
50.59±8.52
29.46±12.59
38.49±12.24
70.34±10.45
29.05±6.93
64.12±4.62
3.75±1.25
58（53.21）

（n=207）
2.70±0.09
48.86±9.14
28.05±11.84
36.21±11.76
61.01±10.14
28.15±6.12
63.56±5.15
3.54±1.12
115（55.56）

0.330
0.103
0.326
0.107
0.000
0.236
0.342
0.129
0.690

PeAF组，差异皆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两组的肌钙蛋白、肌红蛋白、CRP、IL-6、肌
酐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2.4 影响AVR术后发生PeAF的独立相关因素
分析 对上述因素赋值后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OR=1.754，
95%CI：1.022~2.979，P＜0.05）和左房容积
（OR=1.066，95%CI：1.039~1.094，P＜0.01）、
表3 两组术前血清学指标及炎症指标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PeAF组

非PeAF组

P

NT-proBNP（pg/ml）
肌钙蛋白T（μg/L）
肌红蛋白（ng/ml）
IL-6（pg/ml）
TNF-α（ng/ml）
CRP（mg/dl）
肌酐（μmol/L）
MMP-2（ng/ml）
MMP-9（ng/ml）

（n=109）
316.15±125.82
0.14±0.05
65.12±13.55
5.55±0.51
1.48±0.11
0.56±0.14
79.67±18.31
269.15±29.45
218.45±25.56

（n=207）
268.16±101.47
0.13±0.04
63.51±11.86
5.57±0.30
1.53±0.26
0.55±0.15
77.24±19.13
258.58±20.50
212.77±30.12

＜0.001
0.054
0.276
0.107
0.056
0.661
0.277
＜0.001
0.095

注：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IL-6：细胞介素-6；
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CRP：C反应蛋白；MMP-2：基质金
属蛋白酶-2；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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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roBNP（OR=1.004，95%CI：1.002~1.007，
P＜0.01）、MMP-2（OR=1.028，95%CI：
1.014~1.043，P＜0.01）水平升高是AVR术后新
发PeAF的独立危险因素（表4）。
3 讨论
表4 导致PeAF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相关指标
年龄≥60岁
左房容积
NT-proBNP
MMP-2

β
0.562
0.064
0.004
0.028

SE
0.270
0.013
0.001
0.007

Waldχ2
4.331
24.124
12.582
15.473

P
0.037
＜0.001
＜0.001
＜0.001

OR
1.754
1.066
1.004
1.028

95%CI
1.033~2.979
1.039~1.094
1.002~1.007
1.014~1.043

注：回归方程R2=0.618，F=7.054，P＜0.05；赋值方法，以AVR
术后发生PeAF（没发生PeAF=0，发生PeAF=1）为因变量，年龄
＜60岁=0，≥60岁=1；左房容积≤70 ml/m2=0，＞70 ml/m2=1；NTproBNP≤350 pg/ml=0，＞350 pg/ml；MMP-2≤270 ng/ml=0，＞270
ng/ml=1。

AS为心血管科常见的疾病，主要病因为老年
退行性钙化及先天性AS，左室流向主动脉的血
流受阻造成全身器官供血不足甚至猝死，临床表
现为呼吸困难、心绞痛和晕厥等。目前AVR是
其安全、有效的外科手术方式，可明显改善患者
心脏泵血功能，减轻机体组织器官缺血缺氧状
态 [7]。AVR术后并发症有房颤、机械性溶血性贫
血、房室传导阻滞、主动脉瓣手术后关闭不全
等，其中术后新发PeAF主要集中在术后72 h内，
是导致AVR术后远期生存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同
时明显增加患者的卒中概率和经济负担，影响患
者的生存质量 [8]。阵发性房颤可自行转复为窦性
心律，而PeAF持续7 d以上，需药物或电击才能
转复为窦性心律。肺静脉因素是房颤发生机制之
一，若其周围存在瘢痕，则其存在房颤驱动因子
和转子，引发碎裂电活动，破坏心房正常传导电
路，导致房颤发生 [9]。另外，艾克拜尔·安尼瓦
尔[10]报道：多达30%的房颤是由左心耳触发，未
行左心耳结扎的患者术后发生房颤的概率是行左
心耳结扎术的1.8倍，且由于左心耳形状、肌小
梁走行等，易在患者发生房颤时产生血栓。通过
行LAAA和PVI等术式预防AVR术后房颤的做法
目前仍存在争议，其虽可预防房颤发生，但破坏
了患者心脏的生理解剖结构，增加了医疗费用，
不适合无针对性地应用于AVR患者[11]。为了更针
对性指导行AVR的患者是否需要预防性行LAAA
等，探讨AVR术后新发PeAF的术前相关因素对
于指导手术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中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年
龄≥60岁和左房容积、NT-proBNP、MMP-2水
平升高是AVR术后新发PeAF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说明具有高龄、左房肥大、高水平的
NT-proBNP和MMP-2者是术后新发PeAF的高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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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可着重考虑行预防措施。PeAF的发生主要于
心肌电学和结构学重构相关。高龄患者的窦房结
发生退行性改变，无法充分发挥起搏点功能，冲
动无法通过结间、房室结、希式束、左右束支及
其分支和浦肯野纤维有序地传导到心房和心室，
使大量心房肌发放冲动，形成多个折返环，产生
心率紊乱 [12] 。这也是PeAF组患者的年龄大于非
PeAF组的原因，与Gu等[13]研究结论一致。
本研究显示PeAF组术前左房容积明显大于
非PeAF组，说明患者心房过大更易发生术后
PeAF，与Maan等 [14]研究结果一致。心房肥大，
心肌细胞被动牵张，通过肌电反馈机制引起心房
肌细胞有效不应期延长，且其生电生理特性发生
变化，快速发放冲动，驱使周围心房组织兴奋，
并通过多微波折返机制维持兴奋，最终导致PeAF
产生[15]。此外，心房过大伴随着心力衰竭，其高
压和排血量下降均可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
固酮系统（RASS），血管紧张素分泌增加，促
进心肌成纤维细胞分泌纤维蛋白原，导致心房
组织纤维化，干扰心房冲动的正常传导，进而产
生AF，而AF又可促进心衰发生，两者形成恶性
循环[16,17]，而高血压因素虽也可导致心房肌纤维
化，但因其与病情轻重、患病时间、药物治疗效
果等相关。
本研究PeAF组术前MMP-2、NT-proBNP水平
明显高于非PeAF组，与周恍等 [18] 的研究结论一
致。原因可能为PeAF患者多伴有明显的微炎症
状态，表现为多种炎性因子的高表达。MMP-2和
NT-proBNP不仅是炎症因子，也是与心房肌重构
密切相关的因素，因MMPs可参与调节细胞外基质
的降解，当MMPs增多时，心肌细胞外基质降解不
平衡，引起心房肌重构，最终导致PeAF发生[19]。
NT-proBNP的合成与分泌主要受心房负荷和房室
壁张力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心房，增高水平与心
衰的程度呈正相关。NT-proBNP分泌增多，说明
心房壁张力较高，可通过肌电反馈机制促进心肌
重构，且当其值过高时，也可反映存在炎症或心
衰，两者均可促进心肌重构，导致房颤发生[20,21]。
CRP的水平与炎症的严重程度相关，可参与心脏
重构过程，但本研究中其数值不是特别高，可能
对心脏重构的影响较小，导致两组患者在CRP上
比较无差异。
对于术后新发房颤的高风险患者，建议在
AVR术中同时行LAA切除术。本院2015~2018年
有63例在AVR手术同期行LAAA等外科预防治
疗，术后新发房颤13例，即未行预防治疗的患者
术后新发PeAF的概率是行预防治疗的患者的1.67
倍（χ 2=4.059，P=0.044），且行预防治疗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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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无心脑血管栓塞发生，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
质量和降低其医疗费用。左心耳存储了人体内
30%心房钠尿肽 （ANP），其上皮细胞可分泌大
量ANP和BNP参与心房重构诱发PeAF。左心房压
力增大，LAA加强主动收缩和增大内径以减缓左
心房压力，打断LAA规律收缩和正常心房电传导
路径，产生许多小折返环最终导致PeAF发生，
且由于LAA梳状肌及肌小梁凹凸不平和其盲端结
构，易减缓血流流速和产生漩涡，导致血液淤
积，形成血栓，而血栓又可加重PeAF两者形成恶
性循环。因本次研究实验样本量较少，缺乏多中
心随机对照实验和足够的临床资料，无法肯定影
响因素与术后新发PeAF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且实
验结果也与手术医师业务水平相关，仍然需要大
量样本和前瞻性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其次本次研
究中并未对术后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深入探讨，主
要原因由于关于术中术后新发PeAF的影响因素已
有较多的询证医学研究。许多研究认为主动脉阻
断时间、术后合并肺炎和术后BNP水平等因素均
是AVR术后新发PeAF的术后危险因素，故手术时
应尽快恢复主动脉血供，并密切注意患者的术后
情况，进行抗炎和保护心肌等治疗，以便减少患
者PeAF发生率。综上所述，高龄、心房容积较大
的患者行AVR术后，更易新发持续性房颤，且此
类患者术前BNP及MMP-2水平更高，应注意预防
此类患者发生术后房颤，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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