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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亚急性期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远端破口
特点对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后主动脉重塑的
影响
徐江，胡何节，王晓天，方征东，孙小杰，葛新宝，程灿，饶从亮，沈天骄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血管外科 （合肥 230001）

【摘要】 目的

探讨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TEVAR）治疗亚急性期

Stand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术中远端破口特点对术后主动脉重塑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省立医院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4 月期间 B 型主动脉夹层 TEVAR 术中支架置入封闭近端破口后，远端破口仍有明显造影剂返流的
43 例，随访跟踪术后 3 月- 24 月主动脉真、假腔面积变化及血栓化情况，同时分析破口血流方向及假腔造影剂充
填所需心搏数对主动脉假腔血栓形成的影响。结果 所有支架都成功植入，假腔造影剂填充所需心搏数大于 2 个
周期者术前和术后的真假腔面积变化及假腔形成率方面和小于 2 个周期者相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同时
单因素分析显示远端破口血流溢入假腔方向对 TEVAR 对术后主动脉重塑无影响, 但术后血压控制不佳（≥140/90
mmHg）不利于术后主动脉重塑。结论 TEVAR 术中支架置入封闭近端破口远端仍有破口且流速较快患者，在技
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术中同期封闭流速较快的远端破口，术后需严格控制血压并密切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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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stal tears on postoperative aortic remodeling after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TEVAR) for the patients with subacute stage of Stanford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 Methods
Forty three cases with Stanford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 admitted in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from July 2011 to April
2015, who underwent TEVAR to repair the proximal aortic entrance tear, after which the blood reflex from distal tears
were still observed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heart volume required to fill the two groups,
group A (≤2 heart rate) group B （>2 heart rate）, We then assessed the changes of the true and false lumen area and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direction of blood flow and the number of heart rate to fill the false lumen on formation of false
lumen thrombosis in the period of 3–24 months. Results

All the stents were successful implante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umen are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and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rection of distal rupture of blood flow into the false lumen had no effect on postoperative aortic
remodeling (P<0.05), but postoperative hypertension (≥140/90 mmHg) slows down the formation of false lumen
thrombosis. Conclusion Patients had entrance tear in the distal of aortic, still broken and faster flow after TEVAR stentgraft implantation in the proximal closed entrance tear. Blood pressure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and close follow-up
also needed, meanwhile, the distal entrances can be closed the same period if there is a faster flow from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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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指仅累及胸主动脉弓

例， Hercules ，上海微创 15 例）准确定位于左锁骨

以远的主动脉内膜撕裂病变，发病率在 2/10 万，其

下动脉旁锚定区并释放，再次造影支架近远端均无

中 2/3 为男性，病死率极高 。自 1994 年 Dake 等将

明显内漏。本组 43 例患者远端破口均支架释放后

TEVAR 术应用于 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治疗以

造影可见明显造影剂返流，撤除导管、导丝后，以

来，因其创伤小，近期疗效确切，迅速成为主流手

6/0 rolene 线缝合切开之股动脉。

术方式。发病两周内的患者应处于急性期，动脉壁

1.3 随访

[1]

水肿明显，且血流动力学状态不稳定，此时期不适

按近端第一破口至腹腔干动脉上方、腹腔干至

宜行腔内隔绝术，应以药物治疗降低心率、控制血

双肾动脉之间及双肾动脉下方分别统计术前患者

压、止痛等对症治疗为主 。目前绝大多数患者都

基本情况及 CTA 所见破口数量及位置、术中支架

在亚急性期行 TEVAR 手术治疗，但 TEVAR 手术

释放后返流远端破口位置及返流方向及充满假腔

仅能封闭近端破口，远端多发口因处理困难而旷

所需心博周期数。术后通过观察患者 3 月、 6 月、

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术后主动脉重塑效果，存在

12 月、 24 月所复查 CTA 的影像及血压控制情况，

出现主动脉夹层逆撕、破裂的风险。近年来随着腔

取>3 月最后一次复查影像结果并与术前 CTA 比

内手术器械及技术的发展，同期封闭远端破口渐可

较，通过测量相对恒定横断面（左锁骨下动脉平

实现，但对处于亚急性期主动脉夹层行 TEVAR 术

面、肺动脉平面、腹腔干动脉平面）真腔（TL）、假

中何种类型的远端破口需同期处理的报道不多 。

腔（FL）面积（单位 cm 2）了解降主动脉各节段的重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安徽省立医院 43 例在亚急性期

塑特点（正假腔变化及假腔血栓化情况）。

接受 TEVAR 手术的 Stand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

1.4 统计学分析

[2]

[3]

术中支架置入封闭近端破口后，术中造影远端破口

采用统计学软件分析包 SPSS 20.0 ，进行两组

仍有明显造影剂返流的患者术后主动脉近、中期随

患者的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χ±s）的统计计算，并

访资料，统计并分析术后主动脉重塑效果，以期为

分别给予 χ2 和 t 检验， P<0.05 以表示组间的计算差

术中同期处理远端破口及术后管理提供依据。

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2 结果

1.1 临床资料

本组 43 例患者术前 CTA 统计共 89 处远端破

选取安徽省立医院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4 月

口，平均 2.07 个/例，多集中于腹腔干至双肾动脉之

43 例接受 TEVAR 手术的亚急性期 Standford B 型

间（见表 1），所有患者手术操作均成功， 1 例患者

主动脉夹层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32 例，女性患者

术后 8 日死亡，2 例患者仅术后 3 月内随访 1 次后

11 例，年龄 32–72 岁，平均 63.4±8.7 岁，其中合并

失访，1 例患者术后失访，随访率 97.67%。完成随

高血压者 38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大动脉 CTA 检

访患者 37 例其中小于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者 13

查，术中造影再次确定主动脉夹层累及范围、近、

例，大于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 24 例，前合并高血压

远端破口位置及远端破口返流情况，采用单因素分

者 35 例 ） ， 但 也 并 未 完 全 严 格 按 预 定 时 间 复 查

析高血压及假腔造影剂充填所需心搏数流方向对

CTA ，故取>3 月最后一次复查影像结果并与术前

术后假腔形成的影响。

CTA 比较。记录比较在锁骨下动脉、肺动脉、腹腔

1.2 手术方法

干等三个平面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真假腔变化，结果

所有患者均采用全身麻醉，在腹股沟处行股动

如下：

脉切开（左侧股动脉切开 12 例，右侧股动脉切开

远端破口返流速度≥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的患

31 例）。以标记猪尾导管置入升主动脉造影确定近

者术后主动脉重塑效果（主动脉真假腔变化及血栓

端破口与左锁骨下动脉位置， 43 例患者近端破口

形成率）优于<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的患者（见表 2

分布在距左锁骨下动脉 0.8～4 cm 之间。测量近端

至表 4）。

锚定区主动脉直径，交换超硬导丝后控制性降压至

术后血压控制良好的患者术后主动脉重塑效

收缩压在 90 mmHg 左右时选择 oversize 10% 左右

果（主动脉真假腔变化及血栓形成率）明显优于控

的直径胸主动脉覆膜支架（Talent，Medtronic 28

制不佳患者（见表 5 至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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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远端破口术前、术中位置分布及术中远端破口返流方向统计
术中远端破口返流方向
近端破口至腹腔干动脉
术前 CTA 显示远端破口例数（个）

腹腔干动脉至双肾动脉

双肾动脉下方
上

下

双向

17

45

27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的远端破口（个）

4

8

3

9

0

6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的远端破口（个）

5

15

6

14

2

10

表 2 左锁骨下动脉平面面积及假腔血栓化例数
术前 TL

术后 TL

术前 FL

术后 FL

术前假腔血栓化数

术后假腔血栓化数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n = 13）

7.36±0.61

9.42±0.87

14.1±1.21

12.1±1.33

0

7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n = 24）

7.50±0.65

8.43±0.72

12.4±1.43

10.7±0.98

0

21

P

>0.05

<0.05

<0.05

<0.05

–

<0.05

表 3 肺动脉平面及假腔血栓化例数
术前 TL

术后 TL

术前 FL

术后 FL

术前假腔血栓化数

术后假腔血栓化数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n = 13）

2.94±0.14

6.94±0.59

6.79±0.57

2.65±0.17

0

6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n = 24）

3.04±0.27

7.42±0.67

6.12±0.59

2.30±0.19

0

22

P

>0.05

<0.05

<0.05

<0.05

—

<0.05

表 4 腹腔干平面及假腔血栓化例数
术前 TL

术后 TL

术前 FL

术后 FL

术前假腔血栓化数

术后假腔血栓化数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n = 13）

2.0±0.21

3.14±0.32

6.34±1.01

2.65±0.17

0

9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n = 24）

2.31±0.32

4.38±0.54

6.12±0.91

4.11±0.62

0

23

P

>0.05

<0.05

<0.05

<0.05

–

<0.05

表 5 左锁骨下动脉平面面积及假腔血栓化例数
术前 TL

术后 TL

术前 FL

术后 FL

术前假腔血栓化数

术后假腔血栓化数

血压控制不佳者（n = 12）

7.64±0.64

9.30±0.98

13.31±1.35

10.21±0.97

0

7

血压控制良好者（n = 25）

7.66±0.65

9.61±0.99

12.15±1.19

9.86±0.95

0

23

P

>0.05

<0.05

<0.05

<0.05

–

<0.05

表 6 肺动脉平面及假腔血栓化例数
术前 TL

术后 TL

术前 FL

术后 FL

术前假腔血栓化数

术后假腔血栓化数

血压控制不佳者（n = 12）

2.94±0.33

7.11±0.65

6.49±0.61

2.57±0.23

0

6

血压控制良好者（n = 25）

3.10±0.31

7.42±0.69

5.98±0.48

2.31±0.12

0

21

P

>0.05

<0.05

<0.05

<0.05

–

<0.05

表 7 腹腔干动脉平面及假腔血栓化例数
术前 TL

术后 TL

术前 FL

术后 FL

术前假腔血栓化数

术后假腔血栓化数

血压控制不佳者（n = 12）

2.80±0.19

3.61±0.29

5.01±0.42

4.22±0.37

0

7

血压控制良好者（n = 25）

2.85±0.11

4.66±0.39

5.98±0.65

3.54±0.49

0

2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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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远端血流方向对术后假腔血栓形成的影响

组别

假腔血栓形成 假腔血栓未形成

合计

远端破口双向血流

15

7

22

远端破口单向血流

13

7

10

总数

28

14

42

χ2 值等于 0.04；P 值等于 0.82

远端破口的血流方向（双向、单向）和患者术
后假腔血栓形成无影响（表 8）。

3 讨论
主动脉夹层是动脉壁中膜层发生的一系列病
理病变从而导致自身出现真假腔影响组织灌注产
生并发症甚至主动脉破裂引起患者死亡[4]，
Stand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占到总数的 25%–40%，
所以其治疗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TEVAR 介入技术的原理是封闭近端破口后夹
层内压力降低，从而使夹层内血流减缓，渐形成血
栓使夹层趋于稳定。国内外对 TEVAR 术后的主动
脉重塑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在亚急性期进行支架植
入治疗效果最佳 [5]，其原因是由于此时主动脉内膜
炎性反应及水肿消退但尚未完全纤维化且夹层内
血栓未完全机化，此时植入支架所产生的扩张应力
有利于内膜贴合及夹层内血栓机化。本研究结果
也显示 43 例处于亚急性期的患者手术效果良好，
与既往的研究结果相佐。
主动脉血栓化是评价 TEVAR 手术效果的主要
指标，本研究分析了破口方向、架释放后远端破口
返流速度慢者以及高血压对患者主动脉塑性的影
响。结合术前 CTA 影像，我们发现术中远端破口
返流方向与以下两项因素有关：1）由于近端破口
封闭后夹层假腔内压力降低，低于远端破口真腔压
力，故血流自真腔向该处假腔；2）在远端破口血流
方向上存在另一破口，由于压力小于明显返流的远
端破口，故在此血流方向是由假腔回到真腔，形成
一循环；此破口可以是术前即已存在，也可以是术
中支架植入后远端破口返流受阻再次发生，但本组
观察数据并未显示术中远端破口返流方向对
TEVAR 术后主动脉重塑有明显影响。
术中支架释放后远端破口返流速度慢者（大于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术后主动脉重塑效果优于其
快者（小于 2 心博周期充满假腔）。我们认为这主
要是由于远端破口较大使假腔内血流流速及压力
较高，从而导致真腔难以恢复及假腔血栓化困难；

且由于主动脉夹层远心端无支架覆盖，没有向外的
扩张力，所以在术后重塑的效果更差，所以我们建
议 TEVAR 术中胸主动脉覆膜支架植入后，支架远
端仍发现破口且假腔充盈时间小于 2 个心博周期，
需同期处理。最近也有学者提出对于累及腹主动
脉的 Stanford B 型夹层在覆膜支架的远端铺设一枚
裸支架，既不影响腹主动脉主要分支血供又有利于
主动脉夹层的术后重塑[6]。
研究显示 80% 的主动脉夹层患者合并高血压，
高血压导致主动脉壁承受额外的剪切力，从而导致
主动脉夹层的发生[7]。我们的研究证实合并高血压
患者术后血压控制良好组主动脉术后重塑效果优
于控制不佳组；这是由于在远端破口在同样大小
的情况下，较高血压可使远端破口返流压力及速度
增大，导致假腔内压力增大，术后重塑效果差，所
以建议合并高血压患者术后应严格控制血压（较其
基础值低 20–30 mmHg）。
此外，中华医学会血管外科学组 2008 年制定
的指南指出，对于远端破口位于肾动脉以上且反流
量较大者应与近端破口同期处理，而对于距离近端
破口远、反流量小的远端破口则可暂不处理[8]。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中支架植入后远端破口血
流溢入假腔方向对 TEVAR 对术后主动脉重塑无影
响，而远端破口返流速度快（小于 2 心博周期充满
假腔）及术后血压控制不佳（收缩压≥140 mmHg
和或舒张压≥90 mmHg）会不利于主动脉术后重
塑；
近年来随着 TEVAR 手术的广泛开展，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远端破口问题渐成为众多学者关注
的焦点。由于介入器材的日趋完善及手术技巧的
日益成熟，对于远端破口的处理也由定期随访、二
期处理（除严重影响内脏供血的远端破口外），渐
向同期处理方向发展。
由于本组研究未对诸如主动脉原发病变（马凡
综合征、风湿性大动脉炎）等因素纳入观察，此外，
TEVAR 术后如何扩展远端内移植物以及远端各主
要动脉分支的血流变化及远端破口也同样亟待研
究[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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