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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瓣修复术前评价策略的研究进展

孙境综述，郑哲审校

摘要  主动脉瓣修复术主要用于治疗主动脉瓣反流合并或不合并主动脉根部瘤的患者，作为主动脉瓣置换和根部置换

手术的替代疗法，主动脉瓣修复术的优点是无需终身口服华法林抗凝治疗，这对于可能接受机械瓣置换的年轻患者特

别有吸引力。然而成功且远期效果持久的主动脉瓣修复术要求的专业水平较高，这不仅包括精湛的手术技术，还包括

精准的术前评价策略。在考虑行主动脉瓣修复术时，了解主动脉瓣形态、主动脉瓣反流机制及主动脉根部尺寸非常重

要，术前的多影像学评价可能有助于主动脉瓣修复的患者筛选，提高修复成功率和远期结果。本文将对主动脉瓣修复

术前的评价策略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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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图 1  主动脉根部腔内观（白色实线代表基底环，黑色虚线
         代表心室主动脉连接）[7]

近二十年来，保留自体主动脉瓣的修复手术逐

渐成为主动脉瓣人工瓣膜置换手术的一个有效替代

治疗方案，2020 年美国和 2021 年欧洲的瓣膜病治

疗指南 [1-2] 已经明确指出：根据瓣膜和主动脉根部的

解剖结构特征，对选定的患者在有经验的心脏中心

进行主动脉瓣修复术是可行的。与术前评价、术中

探查及手术策略更加标准化的二尖瓣修复术不同，

主动脉瓣修复术具有很高的异质性，多数患者依赖

术中探查及术者经验才能决定是否行手术 [3]，而且

目前缺少成体系的术前评价策略。在考虑主动脉瓣

修复术时，了解主动脉瓣形态、主动脉瓣反流机制

及主动脉根部尺寸非常重要，术前的多影像学评价

可能有助于主动脉瓣修复的患者筛选，提高修复成

功率和远期结果。本文旨在将近几年主动脉瓣修复

术前评价的一些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能够促进

主动脉瓣修复术前评价策略的体系性研究。

1  主动脉根部功能解剖

传统的主动脉根部概念重点关注的是解剖结

构，包括心室主动脉连接、瓣叶、皇冠状的主动

脉 瓣 环、 主 动 脉 窦、 冠 状 动 脉、 窦 管 交 界 等 [4]。 

自 Yacoub 和 David 分别引入根部成形术（remodeling）

和根部再植术（reimplantation）治疗主动脉根部瘤以

来，术者对主动脉根部解剖与主动脉瓣功能之间的

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主动脉瓣修复术前要充分

理解主动脉根部功能解剖，术前影像学评价的重点

是发现患者的主动脉根部病理解剖变化，制定修复

策略。

主动脉瓣功能环包括头侧的窦管交界、尾侧的

基底环以及皇冠状主动脉瓣环 [5]。窦管交界在头侧

支撑主动脉瓣，是主动脉根部与升主动脉的分界线。

对于基底环、主动脉瓣环及心室主动脉连接的概念

目前业内尚存在一些争议 [6]。心室主动脉连接是一

个解剖概念，代表左心室与主动脉的移行区域，是

真实存在的解剖结构。皇冠状主动脉瓣环代表主动

脉瓣叶附着缘，是主动脉瓣置换时的缝合缘。基底

环是一个虚拟的环，是三个主动脉瓣附着缘最低点

的水平连线。超声心动图测量的主动脉瓣环即代表

基底环，是主动脉瓣修复术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基

底环与心室主动脉连接有细微的差别（图 1），特别

是在右冠瓣和左右交界位置 [7]，但在一些研究中将

两者视为同等概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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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瓣良好功能的维系，不仅依靠瓣叶本身，

还依靠主动脉根部各功能单元之间的比例协调。De 

Kerchove 等 [5] 通过测量新鲜的正常主动脉根部得到

了目前通用的主动脉根部各构件的径线（图 2）。将

瓣叶的几何高度设为 1 的话，窦管交界约为 1.41，

基底环约为 1.28，游离缘的长度约为 1.81。窦管交

界与基底环的比值约为 1.1，二者比例失调会导致主

动脉瓣关闭不全，游离缘过长也会导致瓣叶脱垂关

闭不全。主动脉瓣修复术的目的是恢复主动脉根部

各构件之间的协调比例。

图 2  正常主动脉根部各构件之间的比例 [5]

图 3  主动脉瓣二瓣化反流患者的交界角度分型 [10]

注：2A：主动脉根部示意图；2B：主动脉瓣叶示意图。STJ：窦管交界；eH：有效高度；gH：几何高度；VAJ：心室主动脉连接；comD：

交界距离；FML：游离缘长度；ciL：瓣膜附着缘长度；comH：交界高度

正常的主动脉瓣叶是由三个大小差不多的瓣叶

（无冠瓣一般略大于左右冠瓣）组成。每一个瓣叶的功

能由三个重要的径线决定：游离缘长度、几何高度和

有效高度，游离缘的长度一般为 32~34 mm，几何高

度一般大于 19 mm，有效高度一般为 7~12 mm[8]。主

动脉瓣叶在发育过程中会出现畸形，形成单瓣、二瓣、

四瓣甚至五瓣畸形，这其中以二瓣化畸形最常见 [9]。

二瓣化畸形合并主动脉瓣反流是一类适合主动脉瓣修

复的群体，De Kerchove 等 [10] 根据两个发育好的交界

之间的角度将此类患者分为三类以区分它们之间修复

的难易程度及远期预后（图 3）。

其中，A 型至 C 型的演变规律为两个瓣叶由对

称逐渐变为不对称，交界角度逐渐减少，融合嵴长度

逐渐减小而高度逐渐增高，C 型在瓣叶形态上更接近

于三瓣患者。

2  主动脉瓣反流机制

主动脉瓣反流可由主动脉瓣叶本身病变、主动

脉根部病变以及二者联合病变引起。Boodhwani 等 [11]

参照二尖瓣反流分类在 2009 年首次提出了主动脉瓣

反流功能分类（表 1），并以此来指导手术策略的选

择，该分类在 2019 年进行了更新 [8]，目前已经成为

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分类方案。

根据主动脉瓣叶活动度，主动脉瓣反流分为三

型：Ⅰ型瓣叶活动正常，反流继发于功能主动脉瓣

环扩张或瓣叶穿孔；Ⅱ型瓣叶脱垂；Ⅲ型瓣叶活动

受限。其中Ⅰ型根据扩张部位的不同分为四个亚

型：Ⅰ a 型为窦管交界至升主动脉扩张导致的反流； 

Ⅰ b 型为主动脉窦部、窦管交界扩张导致的反流；

Ⅰ c 型为心室主动脉连接扩张导致的反流；Ⅰ d 型

为主动脉瓣叶穿孔而功能主动脉瓣环无扩张。患者

的反流可由单个或者联合病变引起，术前通过影像

学检查明确患者的反流原因对于主动脉瓣修复术至

关重要。

2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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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分类
Ⅰ型瓣叶活动正常合并 FAA扩张或瓣叶脱垂

Ⅱ型瓣叶脱垂 Ⅲ型瓣叶受限
Ⅰ a Ⅰ b Ⅰ c Ⅰ d

机制

主要修复技术

STJ 成形术 保留主动脉瓣 VAJ 瓣环成形术 补片修补术 脱垂修复术 瓣叶修复术

升主动脉置换术

根部再植术或根部

成形术联合 VAJ 瓣

环成形术

- 自体心包或牛心包

游离缘折叠；三角形

切除；游离缘悬吊；

补片

削薄；去钙化补片

次要修复技术 VAJ 瓣环成形术 - STJ 成形术 VAJ 瓣环成形术 VAJ 瓣环成形术 VAJ 瓣环成形术

表 1  主动脉瓣反流功能分类及对应的修复技术 [8]

注：AI：主动脉瓣反流；FAA：功能主动脉瓣环；STJ：窦管交界；VAJ：心室主动脉连接。-：无

3  术前影像学评价手段

主动脉瓣修复术具有很高的异质性，大部分患

者能否行保留主动脉瓣的手术，主要依赖术中探查

及术者经验 [3]。如果术前能够通过多影像学检查手

段精准地评价主动脉瓣及主动脉根部，明确主动脉

瓣叶条件、主动脉瓣反流机制及主动脉根部尺寸，

评估患者主动脉瓣的可修复性，则有助于主动脉瓣

修复的患者选择，提高修复成功率，改善远期效果。

目前常用的术前影像学评价手段包括经胸和经食道

的二维和三维超声心动图、心电门控的多层螺旋 CT

（ECG-MDCT）及心脏磁共振成像（CMR）。

3.1  超声心动图

超声心动图在主动脉瓣修复术前影像学评价中

占据核心地位，不同于术中的直视观察，它能够为

外科医生提供实时生理状态下的主动脉瓣及主动脉

根部状态，评价主动脉瓣反流机制，评估患者主动

脉瓣的可修复性，制定相应的手术策略。2021 的

欧洲瓣膜病治疗指南强调建立由外科和超声科医师

组成的主动脉瓣修复心脏团队的重要性 [2]。超声心

动图可通过经胸和经食道两种方式实现，经食道超

声心动图检查的影像质量明显优于经胸超声心动图

检查。

超声心动图评价主动脉瓣反流的严重程度对

于主动脉瓣修复手术时机的把握非常重要，目前有

几种评价方法，但是每一种均不是 100% 的准确，

需要结合患者的症状、左心室的大小等信息综合评

估 [12]。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左心室长轴切面评

估反流束缩流颈和横截面积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半定

量评价方法。缩流颈小于 3 mm 代表轻度反流，大

于 6 mm 代表重度反流。缩流颈与反流口大小相关，

但是当反流口形状不规则时（在主动脉瓣二瓣化患

者中比较常见 ），这种方法的准确性就会受到很大

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大动脉短轴切面测量反流横截

面积与左心室流出道的比值相对准确，一般认为比

值大于 65% 是重度反流。其他评价主动脉瓣反流

的指标还包括近端等速表面积（PISA）法、脉冲多

普勒容积法、降主动脉舒张期血流反向等指标。无

症状的主动脉重度反流患者，左心功能受损到何种

程度需要接受手术治疗？基于主动脉瓣置换的手术

指征 [1]，若左心室射血分数低于 55% 或左心室收

缩末期内径大于 50 mm 可考虑手术干预。对于拟

行主动脉瓣修复的患者，目前缺少此类患者最佳干

预时机的研究。

基于目前建立的主动脉根部功能解剖概念和

主动脉瓣反流机制的理论体系，术前超声心动图在

评价主动脉瓣反流时也有章可循。首先，需要系统

性评价主动脉根部各部分径线 [10]（图 4），其中对

于交界高度和主动脉瓣叶径线的测量存在难度，更

多的需要依赖术中测量，但是随着三维经食道超声

心动图成像质量和认识的加深，目前这些数据的测

量都可以通过三维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实现，并且准

确度明显优于二维经胸超声心动图 [13]。其次，需要

评价主动脉瓣反流特点，是中心性反流还是偏心性

反流。偏心性反流多由于瓣叶脱垂和窗孔样变引起，

瓣叶脱垂在超声心动图上主要表现为三种亚型 [12]： 

连枷样变、全瓣叶脱垂和部分瓣叶脱垂，需要在左

心室长轴切面和大动脉短轴切面仔细辨别；对于窗

孔样变引起的反流辨别相对比较困难，但是当窗孔

样变断裂出现反流时，有经验的超声科医师可以

根据反流位置及甩动的“腱索 ”进行判断 [14]。第三，

综合评价主动脉瓣反流原因及分析主动脉瓣修复

概率，只要瓣叶无明显的增厚、挛缩和钙化，大

部分的Ⅰ型和Ⅱ型主动脉瓣反流均可考虑行修复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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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超声心动图测量径线及示意图 [10]

注：4A：左心室长轴切面；4B：大动脉短轴切面；4C：主动脉瓣环展开示意图；4D：大动脉短轴示意图；4E：右冠瓣下心肌厚度示

意图。1：基底环；2：主动脉窦；3：窦管交界；4：升主动脉；5：交界角度；6：融合嵴高度；7：交界高度；8：融合嵴长度；9：融合瓣几何

高度；10：非融合瓣几何高度；11：右冠瓣下心肌厚度

3.2  ECG-MDCT

相比于超声心动图，ECG-MDCT 在评估主动脉

根部的优势具有很高的空间分辨率，其对于主动脉

根部径线的评估明显优于超声心动图。由于主动脉

根部形态并不是完美圆形，而是不规则的椭圆形，

因此在评估主动脉根部径线时，需要根据最大径与

最小径进行综合评估，并且进行多平面的旋转测量。

Plonek 等 [15] 研究发现，ECG-MDCT 测量的最大径

线与最小径线差异很大，最大者超过 20 mm，特别

是在二瓣化患者中差异更加明显，因此超声心动图

的单平面测量一般会低估主动脉根部径线，这会对

手术方案的制定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对于根部径

线的评估，多层螺旋 CT（MDCT） 已经成为金标准。

MDCT 评估主动脉根部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对钙

化的定性和定量评估，对于主动脉瓣叶、瓣环钙化

数量和位置的精确评估可以预测修复成功率 [16]。瓣

尖的小钙化可以考虑修复术，而瓣体或瓣环位置的

钙化往往需要进行瓣叶置换。

对于主动脉瓣叶的评估是 MDCT 的一个劣势，

主动脉瓣叶随着心脏的跳动快速运动，因此必须

应用心电门控的 MDCT 才能准确地评价主动脉瓣。

Yang 等 [17] 应用三维重建的 ECG-MDCT 评价正常人

的主动脉瓣叶面积，证明该方法在评价主动脉瓣叶

的可行性。但是主动脉瓣功能需要瓣叶完整心动周

期的运动来维系，一般 ECG-MDCT 只评价一个时

相的主动脉瓣叶形态，无法准确反映主动脉瓣的解

剖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全心动周期 CT 是将一个心

动周期按照 10% 的 R-R 间期进行分割，进行一个

心动周期的连续评价，这极大提高了 MDCT 的时间

分辨率，目前全心动周期 CT 在评价卵圆孔未闭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接近经食道超声心动图 [18]。未来全

心动周期 CT 评价主动脉瓣解剖及功能也将成为一

个研究的热点。

3.3  CMR

当患者声窗较差，不能很好地通过超声心动图

评价反流量时，CMR 是一个非常好的评价手段。一

般认为反流分数大于 33% 时患者需要进行手术干预，

反流分数定义为反流量与每搏量的比值 [19]。在主动

脉根部径线测量方面，若测量主动脉的内径，CMR

与 MDCT 测量的值相比差异不大。在主动脉壁厚度

4A

4C

4D

4E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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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面，CMR 测的结果要比 MDCT 测量的结果准

确，这可能与 CMR 对于主动脉壁的组织分辨率要高

于 MDCT 有关。

CMR 在主动脉瓣修复术前评价的主要优势是

可以直接对主动脉内的血流进行力学评价。基于

4D-Flow CMR 技术，可以评价主动脉内血流及反流

流线图，动态地观察反流束形态，评价主动脉瓣反

流机制，另外还可以评价修复前后主动脉内血液动

力学变化。Lenz 等 [20] 通过 4D-Flow CMR 对比二瓣

化主动脉瓣修复术前与术后主动脉内血流变化，发

现修复后主动脉内的涡流、偏心血流、血流移位及

区域的血管壁剪切力均较修复前改善，主动脉瓣二

瓣化修复后使瓣膜解剖更加对称，主动脉内血流更

加合理。虽然 4D-Flow CMR 的应用还处在科研阶段，

相信未来其必在主动脉瓣修复术影像学评价体系中

占有一席之地。

4  总结

对主动脉根部功能解剖和主动脉瓣反流机制

的深刻认识是实施主动脉瓣修复术的基础。术前精

准的影像学评价有助于主动脉瓣修复的患者选择，

提高修复成功率和远期结果。超声心动图是目前

应用最广泛、最有效的评价手段，ECG- MDCT 和

4D-Flow CMR 在主动脉瓣修复术前评价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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