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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内支架和血管内支架治疗胸降主动脉瘤压迫气管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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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患者，男，53 岁，因“胸闷伴胸痛 5 d”就

术后短期随访结果良好。
讨论

诊。自诉既往间断有胸闷、气促等症状数年，5 d 前加剧，

对于降主动脉最大直径>5.5 cm 的患者，胸主动

且伴有胸痛，外院行胸部 CT 平扫示胸降主动脉瘤，弓部起

脉瘤腔内修复术（TEVAR）是符合指征的治疗方式，并且可

始段最大内径 8.0 cm。既往有高血压病史，血压服药后控

以降低开放手术创伤导致的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 [1]。开

制正常。入院后完善主动脉 CTA 检查，结果示：胸腹主动

放手术虽然可以切除瘤体、改善因瘤体压迫导致的症状，但

脉瘤伴局部溃疡形成，近端起自左锁骨下动脉以远，远端

对于瘤体较大的胸降主动脉瘤，游离、阻断和止血会增加手

至膈肌水平，瘤体最大直径约 7.5 cm（图 1）。气管自隆突

术风险。因此，研究显示对于胸降主动脉瘤，TEVAR 早期

至左右支气管局部受压迫（图 2a）。

死亡率显著低于开放手术，而中期生存两者并无显著差异[2-

术前心超未见心内病变，常规检查排除明显手术禁
忌。术前准备完善后予全麻下行“胸主动脉瘤腔内修复

3]

。虽然缺乏长期随访及随机对照研究支持，但对于开放手

术高危患者，TEVAR 目前是第一选择。

术”，术中造影显示胸腹主动脉瘤，瘤体近端距左锁骨下

胸降主动脉瘤最常见的症状为瘤体增大压迫邻近器官

约 2.5 cm，瘤体直径约 5 cm，近端锚定区直径 3.05 cm。经

导致，胸闷胸痛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部分病例报道了增

右股动脉导丝导引送入 COOK36×202 mm（Oversize 20%）

大的胸降主动脉瘤会压迫气管、支气管，导致呼吸困难等症

血管腔内支撑型人工血管送放器，将支架远端置于左锁骨
下动脉以远，缓慢释放血管腔内支撑型人工血管。再次行
主动脉造影，显示人工血管形态良好，造影剂无渗漏，左锁
骨下动脉显影。因动脉瘤远端瘤径大于支架远端，再次经
右股动脉导丝导引送入 COOK40×208 mm 血管腔内支撑型
人工血管送放器，将支架远端置于前一支架内约 2.5 cm，远
端置于腹腔干动脉上缘，缓慢释放血管腔内支撑型人工血
管。再次行主动脉造影，显示人工血管形态良好，造影剂
无渗漏，腹腔干动脉显影。患者术后神志、肌力恢复良好，
但呼吸机调整 CPAP 模式后即出现呼吸道痉挛症状，潮气
量减少、血氧指数下降（85%～90%），因此延迟拔管。术后
两周内患者反复发生该症状，患者神志烦躁、血压升高后导
致呼吸机气道压力增大，潮气量减少、血氧指数下降，给予
镇静后症状改善。复查主动脉 CTA 示支架在位、无内漏，
支气管受压较术前进展（图 2b）。为改善支气管受压、通气
不良的症状，我们特制了一款支气管支架。支气管支架根

状[4-6]。同时，长时间的压迫，会导致气管壁变薄、气管软骨
破坏，最终导致气管软化。该患者术前有明显的气管受压
迫症状及 CT 表现，术后表现为瘤体压迫导致气道痉挛、无
法脱机，经气管支架治疗后改善、顺利拔除气管插管，在支
气管镜下顺利取出支气管支架后，复查 CT 提示术前受压
迫的气管管腔已经恢复。
气管支架的主要适应证为无法切除的恶性肿瘤。在气
管狭窄、气管瘘等良性病变，如果无法耐受开放手术治疗，
也可以选择气管支架植入。对于该患者，如果选择开放手
术解除气管外压性压迫，存在开放手术创伤、气管软化无法
有效回复等风险，因此选择行气管支架治疗是合适的。气
管支架最常见的并发症为支架内肉芽增生以及气管瘘。该
患者选择在支架植入后两周取出，可以避免肉芽增生、支架
固定等，但同时存在取出支架后气管软化塌陷等风险。气
管瘘最常见于肿瘤患者同时行放疗、化疗等，在该患者中并
未发生。

据患者气管重建 CT 制作，为倒置 Y 形，主气管支架长 4
cm、直径为 1.5 cm，右主支气管长 2 cm、直径为 1 cm，左主
支气管长 3 cm、直径为 1 cm。手术在全麻下进行，更换
9.0F 气管插管后，经气管插管植入释放装置。在造影下明
确气管及左右支气管位置，顺序释放左、右支气管支架及主
气管支架。术后患者呼吸机过渡后气道压力无明显变化，
潮气量、血氧指数正常，顺利拔除气管插管。支气管支架植
入后两周在支气管镜下取出支架，复查 CT 示隆突-支气管
受压部位气管管腔恢复，两肺复张良好（图 2c、2d）。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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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患者术前 CTA 重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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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患者气管受压平面 CT 变化

a：术前；b：TEVAR 术后；c：气管支架植入后；d：气管支架取出后

我们报道了一例胸降主动脉瘤 TEVAR 治疗后，气道因
主动脉瘤外压性病变导致的狭窄、呼吸机拔管困难的患者，
经气管支架植入治疗后顺利拔管并取出气管支架。因此，
对于部分复杂的胸降主动脉瘤病变，同时行血管腔内支架
和气管支架的双重腔内修复治疗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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