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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VAR）是一种微创、迅速、安

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1]，最早是由 Dotter 医生提出的，但

真正用于临床是在 1991 年，由 Parodi 等 [2] 首次将直筒状

覆膜支架用于腹主动脉夹层，并取得了成功，开创了腔内

治疗主动脉疾病的新纪元。1993 年，由 Chuter 等 [3] 医生

设计成功了分叉型人工覆膜支架，从而为临床中腹主动

脉瘤或腹主动脉夹层的治疗提供了更多机会。1994 年，

Dake 等 [4] 首次将涤纶覆膜和不锈钢自展型人工血管支架

应用于临床，开展了对胸主动脉瘤的治疗，并取得了满意

的效果，标志着腔内修复术治疗领域的逐渐扩大。我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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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1997 年开始也逐步开展起了主动脉瘤的腔内治疗，带动

了国内腔内修复技术的发展，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5, 6]。

现阶段随着介入技术的开展，主动脉腔内修复术的短、

中期效果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7]。一些新型支架的产生

及手术方式的创新，使得弓降部腔内修复术得到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现将弓降部腔内修复术的治疗现状综述如下。

1  弓降部腔内修复术的困难之处

由于主动脉弓三大分支动脉即左锁骨下动脉（LSA）、

左颈总动脉（LCCA）和无名动脉（IA）解剖结构的特殊性即

高速血流、垂直角度等 [8]，以及受累后引起的血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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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使得在主动脉瘤或主动脉夹层弓降部病变的处理

上，出现了一定的难度。而对于主动脉夹层或主动脉瘤的

腔内修复术，人工血管支架的足够的确切锚定区是手术成

败的关键，过去曾认为瘤体或夹层破口距左锁骨下动脉开

口＜ 1.5 cm 是腔内手术禁忌 [9]，严重影响腔内治疗的效果，

因此为了达到旷置瘤体或封闭原发破口的目的，有时需人

为封闭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保证足够的锚定区，这

势必会影响脑部及肢体血供。

2  主动脉弓降部手术方式的选择

2.1  直接覆盖原始破口

对于 40 岁以上的夹层患者来说，StanfordB 型约占病

人总数的 35%[10]，而这些病人中有些破口距离左锁骨下动

脉不足 1.5 cm，在直接覆盖原始破口的同时就可能部分或

全部覆盖左锁骨下动脉。左锁骨下动脉是左上肢的主要供

血管，其次它还提供后脑的供血。在早期的研究中，左锁

骨下动脉旁路移植术是作为主动脉腔内介入治疗的常规准

备，以防止左上肢缺血和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11]，但最近

较多研究结果显示预防性的血运重建是没有必要的 [12]。有

报道显示一期封堵左锁骨下动脉后住院期间左锁骨下动脉

窃血综合征发生率为 4.3%，84.0% 患者在随访期间未见任

何临床症状，对于人们遇到术后上肢缺血等问题，在术后

可自行缓解，或行血运重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Lee

等人曾研究了 287 例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者，其中 145

人的左锁骨下动脉被覆盖，与 32 例行左颈总动脉 - 左锁

骨下动脉旁路手术者相比具有相似的死亡率、卒中率、截

瘫率及 II 型内漏率，也并未发现卒中发生率和后循环血流

灌注减少有关 [13]。但也有人发现腔内修复术中单纯覆盖左

锁骨下动脉而不行旁路移植术，会增加术后卒中 [14, 15]、窃

血综合症的发生率，这就提醒术前评估的重要性，如术前

的颈动脉、椎动脉多普勒超声检查，脑部磁共振（MRA）

检查等明确脑部血流情况，防止术后窃血综合症的发生。

2.2  腔内修复术联合血管旁路移植术

此种手术方式的目的是在提高锚定区的同时，保证主

动脉弓各大分支的血供。一般情况下，对于右侧椎动脉正

常 ( 或优势供血 )，同时 Willis 环及双侧颈动脉正常的病例，

行动脉一期完全覆盖，术后根据是否出现严重的左锁骨下

动脉窃血综合征决定是否行左锁骨下动脉重建；对右侧椎

动脉、Willis 环及双侧颈动脉中任何一条血管存在异常者，

进行腔内修复术的同时应对左锁骨下动脉（LSA）进行腔内

或腔外重建 [16]。Feezor 等 [17] 曾指出了需行左锁骨下动脉

旁路手术的几种情况：①细小的、闭锁或缺如的右锁骨下

动脉；②应用左乳内动脉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③拟行

左腋动脉 - 股动脉旁路移植术；④左上肢动静脉功能分流

或急需血液透析；⑤左手优势型；⑥左椎动脉异常起源；⑦

曾有过腹主动脉替换史或存在未处理的腹主动脉瘤患者，

这些情况需行左锁骨下动脉旁路移植术。对于涉及左颈总

动脉的患者，一般不能直接覆盖，而需要在封堵之前先行

血管的重建，即在介入术前行开放式手术，包括开胸手术

或胸腔外手术，后者因其创伤小较多使用 [18]，一般采用右

颈总动脉 - 左颈总动脉旁路移植术，或右颈总动脉 - 左颈

总动脉 - 左锁骨下动脉旁路移植术，因为在术中覆盖左颈

总动脉的同时往往把左锁骨下动脉也覆盖掉了，这对于代

偿功能差的人来说，行左锁骨下动脉旁路移植术就是必须

的了 [19]。这种手术方式虽然完全覆盖了破口，效果确切，

但对原有的解剖结构进行了破坏，加大了手术创伤。

2.3  完全腔内修复术

随着腔内产品及技术的发展，腔内修复术在处理弓降

部血管病变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其优势，但由于弓降部血管

的三维弯曲，对支架的类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促进了

腔内操作技术的提高。

各 型 血 管 支 架 的 产 生：① 开 窗 支 架 最 早 是 由

Mcwillians 等 [20] 在术中为保全左锁骨下动脉血流而应用

的，Kawaguchi 等 [21] 报道了 288 例自制开窗支架的使用

情 况， 其 中 脑 梗 发 生 率 为 5.5%， 截 瘫 发 生 率 2.6%， 其

他并发症发生率在 1.7%，但这些都与弓部血管血栓形成

无关。开窗支架正在逐渐突破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

主动脉弓部病变的限制 [22]。但要求相当精确的对位，如

对位不准，将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利用开窗支架重建主

动弓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由于

不能形成紧密的贴合，内漏发生的概率很大，对器材的设

计上存在更高要求。②分支支架最初是由 lnoue 等 [23] 在

1999 年最先报道，但当时的成功率只有 60%，往往因内

漏等原因导致失败，并常见脑动脉内血栓形成。分支支架

的输送因为要通过股动脉到达主动脉弓，路程较长，并且

迂曲，往往给手术带来难度 [18]。分支支架包括单分支及多

分支支架，多分支支架曾用于主动脉弓及三大分支的重建， 

Brar 等 [24] 也曾报道了一例用分支支架治疗升主动脉夹层

动脉瘤，手术时间短，损伤小，术后效果明显，但由于主

动脉弓三维空间结构的巨大变异，这些设计很难适合多数

病变，必须个体化制作，这对支架的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并且要求术者释放必须相当准确。③分体型支架由外层支

架移植物及内层裸支架组成，外层支架移植物又由两端裸

支架和中间移植物组成，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是直筒一

体型支架，由记忆合金与支架移植物共同组成，支架输送

系统的外径为 22~24F，韩国学者 Kang 等 [25] 曾报道了分

体式覆膜支架的应用研究，并进行了其相关的动物实验，

其优点是将大大减小了输送系统的直径，手术创伤小，术

中无需降压，并发症发生率低和手术时间短等优点，但需

2 次进出股动脉，进一步缩小输送系统的直径，可以降低

发生肱动脉损伤的可能性。④模块分叉型支架血管由三个

模块组成，模块一、二为分支型，模块三为直筒型，侧支

分别构成无名动脉和左颈总动脉，三个模块相互衔接，达

到重建主动脉弓的目的，其相应的动物实验已完成，但国

内外尚未见临床应用的报道，此类支架手术创伤小，腔内

操作简单，无需个体化设计，提高了临床应用范围，但尚

需增加稳定性、定位准确性及减少内漏等的设计 [26]。

腔内操作技术的创新：①部分覆盖并支架成型术对于

不能封堵左锁骨下动脉的患者，术中覆盖其 1/2~4/5 开口

后并经左侧肱动脉应用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这样既增

加了近端锚定区的长度，又保证了足够的血液供应。对于

右椎动脉优势型并距离左颈总动脉近端锚定区＜ 15 mm 的

病变，在术中同样可以覆盖大部分左颈总动脉，然后行球

囊扩张及支架置入术。②原位开窗技术对于术中覆盖左锁

骨下动脉的患者， 为 保 证 其 血 流 供 应， 有 术 者 在 导 丝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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