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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５６８一
１．２．１

术前检查５６例患者术前行ＣＴ血管造影

（ｅｏｍｐｕｔｅｄ

理；３例（５．４％）术中支架释放后造影发现内漏，应用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Ａ）和计算机

球囊扩张后再次造影见内漏消失，其余５３例造影

三维重建。明确夹层范围，真腔的狭窄部位和程度，

示假腔消失、支架与主动脉壁贴合紧密、未见明显

内膜瓣破口位置及其与邻近主动脉分支的关系，主

内漏（图１）。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动脉分支受累情况以及双侧髂动脉、股动脉通畅

５６例中，２例（３．６％）术后出现一过性肾功能不

程度。

全，经保守治疗后好转；ｌ例（１．８％）术前有腹部剧烈

１．２．２手术过程腔内修复术在导管室内进行，

疼痛、腹部膨隆、上腹部压痛伴轻度反跳痛及肌紧

５６例中１９例为急症手术，所有患者均行静脉全身

张，急症行腔内修复术，术中造影假腔明显大于真

麻醉，先经左肱动脉穿刺，插人造影导管至左锁骨

腔、腹腔十及肠系膜卜动脉均由真腔供血而出现供

下动脉开口处行降主动脉造影；标记出左锁骨下动

血不足，支架置人后真腔血流明显增加，但术后腹

脉开口和夹层破裂口位置，测量夹层动脉瘤各解剖

膜刺激征仍逐渐加蓖并于术后第３天出现暗红色

学参数；暴露右股动脉，置入超硬导丝，如双侧股动

血便，即行小肠减压、回肠造瘘术后病情逐渐好转。

脉迂曲狭窄无法通过导管鞘时，可以选择髂动脉入

术后３０ ｄ内死Ｌ的１例（１．８％），该例术前存住肾功

路。支架的选择以直径大丁瘤颈１０％、长度大于病

能不全，ＣＴＡ提示夹层瘤累及双侧肾动脉，术后第

变长度２ ｃｍ为宜；将装有选定支架的推送装置送

４天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余５５例术后１周复查

至胸主动脉部位，根据造影对比图像准确定位后，

ＣＴＡ显示３６例假腔内有对比剂显影但假腔无增

控制收缩压降至９０ ｍｍＨｇ以下，缓慢释放主动脉

大，１９例假腔内完全血栓形成。无一例出现术后截

支架。再次造影检查有无支架移位、扭曲或内漏等

瘫并发症。

现象，如支架膨胀不良，可采用球囊导管扩张，使之
与主动脉壁紧密结合。
１．２．３

术后随访

本组病例巾，５５例ＳＣＴ随访２１～８４个月，平
均（５２±８）个月：支架位置良好，无严重支架相关并

术后１周及术后每年均行ＣＴＡ

发症（图２），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术后１２个月和

检查，观察支架有无移位、断裂，假腔内血栓形成情

１５个月ＣＴ复查分别发现２例（３．６％）假腔内仍有

况以及有无内漏，主动脉夹层瘤有无增大等情况【３】。

对比剂显影，但无明显扩大而未了特殊处置；另有
ｌ例（１．８％）于术后第２８个月死于颅内出血。

２

结果
本组５６例腔内修复术平均手术时间为２．６

ｈ，

３讨论

平均失血１５０ ｍｌ，平均术后住院时间为１１ ｄ。５６例

Ｄａｋｅ等【４】１９９４年首先成功地将腔内修复术应

中３例（５．４％）破Ｆ１距离左锁骨下动脉开口较近

用于主动脉夹层瘤的治疗中，以其微创优势为众多

（＜１０ ｍｍ），以致释放后的支架近心端位于左锁骨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提供了治疗机会。ＤｅＢａｋｅｙ

下动脉开口处，但其中１例术后左侧桡动脉搏动减

Ⅲ型主动脉夹层瘤足其内膜瓣破口位于主动脉峡

弱；２例的远端破口位于肾动脉开ｆＩ附近，未予处

部并向下扩展累及降丰动脉或达腹主动脉的丰动

腔内修复术后１６个月随访３Ｄ．

ｂ支架释放到位后，造影显

ａ术前ＣＴＡ图像显示破ｕ邻近左锁

ｂ

位于主动脉峡部，显影较浓者示假腔消失、无明显内漏和支

骨下动脉开ｕ处．管腔内可见夹层内

ＣＴＡ图像：假腔消失，支架位置良好．

为真腔、较淡者为假腔

膜片．真假腔显密度相仿

无内漏及支架断裂

ａ支架植入前ＤｓＡ示破ｕ

架移位

图ｌ主动脉峡部夹层瘤血管内治疗

圈２腔内治疗后中远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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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Ｖｄ．１７。Ｎｏ．８

脉夹层瘤，占３０％一３５％。无髂动脉严重迂曲、至少

本组５６例患者术后２例出现一过性肾功能不

一侧股动脉未受夹层瘤累及的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主动脉

全，经过内科保守治疗后均好转，术后第４天死于

夹层瘤，均可行腔内修复术。

多器官功能衰竭的ｌ例为高龄（８０岁）患者且有长

Ｒｅｈｄｅｒｓ等同研究认为：左上肢具有充分的侧支

期高血压病史，术前已有肾功能小全，肉眼血尿，

循环，未发生狭窄或发育不全的椎动脉转流可以补

ＣＴＡ提示双肾动脉供血不足，术中虽使用非离子型

偿闭塞的左锁骨下动脉的血供；只有发生上肢缺血

等渗对比剂，但患者最终仍死亡。另ｌ例于术后第

症状、严重颈动脉或椎动脉狭窄、Ｗｉｌｌｉｓ环功能缺陷

２８个月死于脑出血，未发现与支架相关的严重并

或锁骨下动脉解剖变异的患者，才需接受辅助性外

发症。

科重建术。本组３例的破口皆邻近左锁骨下动脉开

本组５６例长期随访可见腔内修复术疗效显

口（＜１０ ｍｍ）而致置入的支架近心端处于左锁骨

著、创伤小、痊愈快、严重并发症少，腔内修复术成

下动脉开口处，但经２４～３７个月随访，仅其中１例

功的患者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提高，所以应视为

出现双上肢血压差、左侧桡动脉搏动稍弱于对侧；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主动脉夹层瘤的首选疗法。

此结果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腔内修复支架锚定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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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有患者真腔供血均得到改善.术后30 d死亡1例(3.3%),可能缘于术后夹层破裂;30例术后随访1-19个月,平均(12 4-8)个月,术后6个月发现1例
(3.3%)I型内漏;无其他新发内漏出现.随访期间死亡1例(3.3%),该患者术后2月出现急性肝功能衰竭,死因不明.结论 24 h内腔内修复Stanford B型主动脉
夹层可明显降低急性起病期患者死亡率,但远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3.期刊论文 郭伟.盖鲁粤.刘小平.张国华.梁法启.李荣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前后内脏动脉供血形
式的变化 -中华外科杂志2003,41(12)
目的探讨腔内修复术对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腹腔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和肾动脉供血形式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进行腔内修复术的52例B型主动

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主动脉血管造影观察夹层腔内修复术前后内脏动脉供血形式的改变. 结果修复后内脏动脉供血改变:完全真腔供血但狭窄的
7条血管中,6条修复后狭窄消失,1例修复后狭窄无变化;真假腔同时供血的22条血管中,21条修复后完全恢复真腔供血或恢复真腔供血为主,1例供血形式无
变化;完全假腔供血的2条血管修复后,1条恢复真腔供血为主,1条供血形式无变化;无供血的5条血管中,4条恢复真腔供血为主,1条无变化.36条被破坏的内
脏动脉中修复后真腔供血改善88.9%,真腔供血无变化11.1%,无真腔供血减少. 结论腔内修复前被夹层破坏的内脏动脉供血形式以真假腔同时供血为主;腔
内修复技术有利于被破坏内脏动脉恢复真腔供血.

4.期刊论文 刘彤.李志忠.许尚栋.张京梅.王苏.杜欣.陶英.李勇.孙涛.宋艳东.阴成茜.高玉龙.陈玄祖.卢欣.聂绍
平 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围术期并发症分析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2006,14(3)
目的探讨主动脉夹层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并发症的特点及预防处理措施.方法 2001年6月至2005年5月,在我院行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治疗主动脉夹层
78例.男性71例,女性7例,平均年龄52.7±12.3岁(31～80岁),DeBakey Ⅲ型76例,DeBakey Ⅰ型2例.分析术中及术后30 d内并发症的特点.结果 78例患者
共发生并发症15例,包括升主动脉夹层3例,发生率3.8%(3/78),分别在术中、术后第1天、第7天时发生,其中2例死于夹层破裂,心包填塞;急性肾衰2例,发
生率2.6%(2/78),其中死亡1例;支架近端内漏5例,发生率6.4%(5/78);术中脑梗塞1例,发生率1.3%(1/78);术后脑出血1例,发生率1.3%(1/78),死亡;股动脉
损伤1例,发生率1.3%(1/78);肱动脉假性动脉瘤、左上肢一过性缺血各1例.其中术后死亡4例,死亡率为5.1%(4/78).结论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严重并发
症发生率较高,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5.期刊论文 郭伟.张宏鹏.刘小平.尹太.贾鑫.熊江.马晓辉.张敏宏.梁发启.张国华.GUO Wei.ZHANG Hong-peng.
LIU Xiao-ping.YIN Tai.JIA Xin.XIONG Jiang.MA Xiao-hui.ZHANG Min-hong.LIANG Fa-qi.ZHANG Guo-hua "烟囱
"技术在主动脉弓病变腔内修复术中的应用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0,25(7)
目的 探讨"烟囱"技术在主动脉弓腔内修复术中应用的可行性.方法 针对近端锚定区偏短的主动脉弓病变,在腔内修复过程中先覆盖重要主动脉弓分
支血管,然后通过腔内技术在被覆盖的分支血管内行"烟囱"支架置入术.回顾性统计2004年8月至2009年8月应用"烟囱"技术处理病变的临床资料,分析应用
"烟囱"技术的原因、方法、结果和并发症状况等.结果 本组共27例主动脉弓病变腔内修复技术中应用了"烟囱"技术,男性25例,女性2例.年龄37～84岁,平
均(67.2±3.8)岁.针对无名动脉的"烟囱"技术3例,针对左颈总动脉的"烟囱"技术11例,针对左锁骨下动脉的"烟囱"技术13例.5例术后即刻造影提示存在少
量I型内漏(18.5%).1例术中因左颈总动脉穿刺造成了该动脉夹层.1例术后因呼吸衰竭死亡.无中风、出血等并发症发生.随访时间3～60个月,平均
(16.8±5.9)个月.1例次要脑梗死,1例"烟囱"支架闭塞.1例术后4年因心肌梗死死亡.所有I型内漏均消失,无支架型血管和"烟囱"支架移位等并发症.结论
"烟囱"技术有效提高了锚定区长度,能很好的降低I型内漏的发生率.但应严格选择适应证,防止可能带来的并发症.

6.期刊论文 李晓曦.王深明.吴壮宏.杨建勇.陈伟.庄文权.林勇杰 腔内修复术治疗胸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中国普
通外科杂志2001,""(5)
目的介绍血管内支架技术治疗胸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经验.方法对2000年10月～2001年6月间6例胸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治疗经过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6例均为男性 ,年龄42～72岁.Standford A型胸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1例,B型5例.其中5例经行腔内人工血管支架修复成功,1例中转腹主动脉夹层开
窗手术.术后1例发生髂外动脉夹层破裂,行腹主动脉夹层开窗人工血管移植术;1例术后3d因严重心肌梗塞抢救无效死亡.5例随访1～9个月,情况良好.结论
腔内人工血管治疗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简化了手术操作,减小了手术风险.腹主动脉夹层开窗手术是治疗主动脉夹层的辅助手段.

7.期刊论文 许尚栋.黄方炯.李志忠.王学勇.杨禁非.蔡克强.范占明.杜嘉会.张兆光 覆膜支架主动脉腔内修复治疗
主动脉夹层78例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06,22(3)
目的 探讨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的疗效.方法 2001年6月至2005年5月,行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治疗主动脉夹层78例.男71例,女7例;年龄31～80岁,平均
(52.7±12.3)岁.Stanford B型76例,Stanford A型2例.术后随访1～47个月,平均(13.0±10.1)个月.建立数据库,分析其临床特点及疗效.结果 近端内漏
5例;升主动脉夹层5例,其中1例术中发生,4例分别在术后1、7 d、5、13个月发生.术后30 d内死亡4例(5.1%),2例死于升主动脉夹层破裂,1例死于急性肾
功能衰竭,1例死于脑出血.术中脑梗塞1例.5例病人因覆膜支架远端再发现破口,行二次腔内修复术.1例因内漏行二次腔内修复术.随访期死亡3例
(3.8%),分别死于消化道出血、升主动脉夹层破裂和死因不明.结论 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是治疗主动脉夹层的有效方法,但远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8.期刊论文 乔彤.刘长建.刘晨.黄佃.王炜.张明.冉峰.周敏.QIAO Tong.LIU Chang-jian.LIU Chen.HUANG Dian.
WANG Wei.ZHANG Ming.RAN Feng.ZHOU Min B型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及疗效观察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0,25(3)
目的 探讨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的中期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8年11月至2009年2月行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治疗115例B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资料
.男7l例,女44例;年龄32～87岁,平均(56±11)岁.伴发病:高血压105例,糖尿病24例,冠心病14例,下肢动脉硬化11例,慢性肾功能不全7例,另5例有近期外
伤史.结果 115例中,113例支架置入成功,释放支架人工血管122枚,破口封堵满意.3例同时行相关杂交手术.围手术期内并发症:下肢动脉栓塞2例,急性脑
梗塞致偏瘫2例,移植物感染1例,锁骨下动脉窃血征4例,急性肠缺血1例,肺部感染3例,消化道出血l例,肾功能衰竭2例,A型夹层1例.围手术期死亡5例
(4.42%).随访75例,随访率66.4%,随访时间7-83个月,平均随访44.5个月.其中支架近远端内漏9例,5例患者行二次腔内修复术;继发A型主动脉夹层2例,再
次行血管置换手术.随访中死亡6例(8%),4例分别死于心肌梗死、脑出血、A型夹层破裂等,2例死因不明.结论 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术是治疗急慢性B型主动
脉夹层的有效方法.

9.期刊论文 张敏宏.郭伟.杜昕.刘小平.尹太.贾鑫.张宏鹏.王伟.熊江.ZHANG Min-hong.GUO Wei.DU Xin.LIU
Xiao-ping.YIN Tai.JIA Xin.ZHANG Hong-peng.WANG Wei.XIONG Jiang 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 -中华普通
外科杂志2010,25(3)
目的 讨论腔内修复术(endovascular repair,EVR)对治疗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acuteaortic dissection,AAD)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年2月至2008年3月收治的39例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EVR按常规方法进行,2例需覆盖左颈总动脉而行旁路术,其中1例同时无名动脉支架
型血管(stent graft,SG)开窗术;1例因肢体严重缺血同期行左下肢截肢术.13例完全覆盖左锁骨下动脉,1例覆盖迷走右锁骨下动脉,5例部分覆盖左锁骨下
动脉(leftsubclavian artery,LSA).术后全部病例均经CTA(computer tomography angiography)随访,并监测支架覆盖段(Ll)及支架远端(L2)主动脉段的
假腔变化.结果 所有支架释放到预定位置;30 d死亡率10.3%.术后1个月L段假腔血栓率100%,完全血栓率77.8%(21/27例),部分血栓率22.2%(6/27例),其中
18.5%(5/27例)达到血栓完全吸收、主动脉重塑;L2段假腔血栓率28%,完全血栓率8%(2/25例),部分血栓率20%(5/25例).结论 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
术治疗效果肯定,30 d内死亡主要与术前伴随的并发症有关.

10.期刊论文 郭伟.杨代华.GUO Wei.YANG Dai-hua 腔内修复术中主动脉弓分支血管的处理 -外科理论与实践
2007,12(1)
血管腔内修复术(endovascular repair,EVR)对胸主动脉瘤(thoracic aortic aneurysm,TAA)及胸主动脉夹层(thoracic aortic dissection,TAD)的
治疗以其微创、迅速、安全、有效等特点正广泛被医患双方接受,但近端锚定区条件是保障主动脉弓部病变腔内修复术后效果的关键因素.由于主动脉弓
的自然弯曲和弓上分支血管所供靶器官的特殊性,瘤体或夹层破口上缘距左锁骨下动脉开口＜15 mm曾被认为是EVR的手术禁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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