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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相关主动脉夹层的治疗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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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孕产妇的死亡率明显降低，约在

而无钆磁共振成像（MRI）对胎儿是安全，但费用较

19.9/10 万左右。普通人群中，主动脉夹层发病率非

昂贵。应向患者及家属充分交代后，由患者、家

常低约为 2.9/10 万。妊娠及产后初期发生主动脉

属、医生三方共同作出决定，但也可能由于担心风

夹层或夹层破裂的比例仅为 0.55/10 万，但却显著

险和费用的问题出现诊断和处理的延误的情况。

增加母婴死亡率，母亲死亡率约在 16 700/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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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工作中，由于考虑到主动脉夹层疾病本身对

。由于该类疾病发生率低，死亡率高且常导致突

孕妇的风险，诊断方面基本均采用动脉 CT 进行确

然死亡，医生或患者对该类疾病认识不足等，极易

诊 [4-6]，至于辐射对胎儿的影响文中并没有提及，也

导致本病的漏诊、误诊及医患纠纷。

许对胎儿的长期随访可能有答案。另外，妊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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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相关主动脉夹层的诊断及治疗相比普通
的主动脉夹层具有特殊性

[3-6]

，这是一个需要心脏大

主动脉夹层主要发生在孕程晚期，CT 辐射对胎儿
影响可能较小。

血管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产科医生及新生儿医

预防方面，妊娠相关主动脉夹层的发生包括妊

生多学科合作的疾病，以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但

娠期间母体的血容量及心输出量等心血管生理发

关于该类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方面经验介绍主要是

生变化，妊娠相关雌孕激素分泌增加血管壁脆性、

个案或小样本量的文章呈现，在妊娠相关主动脉夹

孕妇本身的结缔组织病等原因，使得妊娠期间主动

层的诊断及治疗结果方面差异性较大

。武汉同

脉夹层发生的预防比较困难。约半数妊娠合并主

济医院郭倩男等 报道 6 年内收治 10 例妊娠合并急

动脉夹层患者因患有马凡综合征结缔组织病，马凡

性主动脉夹层患者，其中 9 例接受手术，8 例母体

患者妊娠发生主动脉夹层的风险为 3.07%，但是由

及 6 例新生儿存活 。上海长海医院金磊等报道 5

于倍他乐克的使用，预防性主动脉修复及有马方综

年内收治 7 例妊娠合并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7 例

合征患者被建议避免妊娠，故这个风险被低估。β

母体及新生儿均存活。北京安贞医院朱俊明等报

受体阻滞剂被认为是治疗马方综合征患者重要的

道 17 年内收治 15 例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患者（另

药物，但其有效性一直被争议，同时虽然 β 受体阻

外，其它 9 所医院 10 例共 25 例），21 例母体及 15

滞剂可有效的减少马方综合征孕妇主动脉根部增

例新生儿存活。各个医疗中心在妊娠合并主动脉

加，但并没有影响夹层发生率和最终的主动脉大

夹层治疗结果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和各中心

小，也有文献指出马凡的孕妇使用 β 受体阻滞剂没

单纯的主动脉夹层治疗水平有关，和主动脉夹层分

有负性心血管事件出现。可以对于孕妇来说，其需

型有关，也应该和主动脉夹层发生在孕程的早晚有

母体诊断和胎儿安全性方面进行平衡，在整个孕期

关。

都避免使用药物是孕妇的愿望，特别是目前并没有

[4-6]

[6]

[5]

诊断方面，CT 因辐射可能对胎儿产生不利影
响妊娠伴主动脉夹层的诊断方法的选择需要同时
考虑孕妇及胎儿相关风险，不能完全依赖于 CT，

很强证据证明有效的药物。
早期诊断马方综合征比较重要，可能避免急性
主动脉事件，例如在孕期进行倍他乐克的使用，预
防性主动脉修复及主动脉测量等。美国心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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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主动脉根部超过 40 mm 进行预防性主动脉修
复，而加拿大和欧洲的指南推荐大于 45 mm 进行
预防性主动脉修复。由于缺乏孕前的主动脉根部
直径的准确资料，使用 40 mm 还是 45 mm 作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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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患者或其它结缔组织并患者的主动脉处理界限

险评估及诊断水平也迫在眉睫。

无法作出评价。但对于产科患者来试并没有特异
性的检查，但对于有家族史或明确为马方综合征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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