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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置延长导管辅助逆向微导管通过侧支血管的临床研究
杜大勇1，李巍1，薛毅1，柳杨1，江枫1，石丽威1，李沫言1，李运田1
【摘要】目的 观察在复杂冠状动脉（冠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CTO）介入治疗中使用逆向指引
导管内主动预置延长导管方法对逆向微导管通过侧支血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影响。方法 入选2017年
1月至2020年6月就诊于解放军第三O五医院，J-CTO评分3分以上的单支CTO患者67例，采用逆向介入策
略，以室间隔支为侧支血管。术前进行按数字序列进行分组，分为主动预置延长导管组（APE组）32例
和常规组35例，比较两组之间临床基线资料、血管病变及侧支血管特征、手术相关参数、介入相关参数
及围手术期并发症。结果 APE组初次成功率显著高于常规组（90.63% vs. 57.14%，P＜0.05），逆向介
入失败率低于常规组（3.13% vs. 8.57%，P＜0.05），与常规组比较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未见增加，在
APE组手术时间、微导管使用数量以及通过侧支血管时间明显低于常规组（P均＜0.05），常规组初次失
败后被动选用分支锚定、延长导管和侧支血管扩张的使用率明显增高（P均＜0.05）。结论 采用逆向指
引导管内主动预置延长导管方法可以显著提高逆向微导管通过侧支血管的能力，缩短手术时间，提高手
术效率，且不增加并发症风险，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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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t extension catheter assisting reverse microcatheter passing through collateral vessels: a clin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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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ctive preset extension catheter

(APE) in reverse microcatheter passing through collateral vessels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treatment for complex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of coronary artery (CTO). Methods The patients (n=67) with single-vessel CTO with J-CTO
scores more than 3 were chosen from Chinese PLA the 305th Hospital from Jan. 2017 to June 2020. A reverse
intervention strategy was used and ventricular septal branches were taken as collateral vessels. Before the operation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 APE group (n=32) and routine group (n=35) according to digital random method. The
clinical baseline data, vascular lesions, collateral vessel characteristics, operation-related parameters, interventionrelated parameters and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Results The initial succes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90.63% vs. 57.14%, P<0.05) and failure rate of reverse intervention was lower (3.13%
vs. 8.57%, P<0.05) in APE group than those in routine group. The incidence rates of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did not increase. The operation duration, used numbers of microcatheters and time to pass through collateral vess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PE group than those in routine group (all P<0.05). In routine group, the utilization rates
of passive branch anchoring, extension catheters and collateral vasodil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the initial
failure (all P<0.05). Conclusion APE in reverse guiding catheter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ability of reverse
microcatheter passing through collateral vessels, shorten operation duration, improve operation efficacy and does not
increase complication risk with higher clinical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of coronary artery; Active preset; Extension catheter; Reverse intervention

慢性完全闭塞病变（CTO）介入手术的成功
率低、并发症的发生率高，一直以来被视为冠状
动脉（冠脉）介入的“最后堡垒”。采用逆向介
入策略能显著提高手术成功率，但逆向微导管通
过侧支血管和闭塞段是介入操作中的难点，是手
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为影响手术成功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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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临床问题。目前常采用的方法是边支球囊锚
定、被动使用延长导管、球囊对侧支血管扩张和
更换不同侧支血管等，而这些方法通常会延长手
术时间、增加并发症和手术失败的风险。
在临床工作中以桡动脉作为冠脉介入通路之
一，因其便于操作、创伤小、术后容易护理以及
血管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势，成为冠脉介入最常
选用的血管，但由于血管细、限用于7F以下导管
等原因导致导管支撑力不足，成为桡动脉介入的
短板，尤其在经双侧桡动脉入路的逆向介入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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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延长导管是一种能快速交换导管，具有
无弯曲度、无创头端、有亲水涂层、管身柔顺等
特点，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血管损伤和其他并发症
的风险 [1]，深插后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力和增加
导管同轴性。本研究旨在观察双侧桡动脉逆向介
入中采用逆向指引导管内主动预置延长导管方法
对逆向微导管通过侧支血管通过率的影响，评价
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本研究为随机对照研究，连
续入选从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就诊于解放军第
三O五医院行冠脉造影确诊为CTO病变并行PCI治
疗的患者67例。入选标准为采用逆向介入策略以
室间隔支为侧支血管、J-CTO评分在3分以上的单
支CTO患。排除标准：心功能不全（NYHA）Ⅲ~
Ⅳ级，严重肝肾功能异常，严重凝血功能异常和
恶性肿瘤患者预期寿命低于1年。根据数字序列
随机分为两组：主动预置延长导管组（APE组）
32例和未预置延长导管的常规组35例。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①患者基线特征，包括年龄、性
别、吸烟、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既往心
肌梗塞史、既往冠脉旁路移植术（CABG）及动
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等；②血管病变和侧支血管
特征，包括靶血管、病变特征、J-CTO评分、侧
支血管进入角和离去角以及Werner CC分级；③
手术相关参数，其中包括手术时间、曝光时间、
曝光量、造影剂用量；④操作相关参数，其中包
括通过侧支血管使用导丝数量和微导管数量及时
间、初次操作成功、二次操作成功及其采用方法
（分支球囊锚定、被动延长导管使用以及侧支血
管扩张）、手术成功及其采用方法（逆向导丝直
接通过、导丝对吻技术、反向CART）、逆向介
入失败及其原因（无法通过侧支血管和无法通过
闭塞段）；⑤围手术期并发症，其中包括血栓及
栓塞、供血血管损伤、侧支血管穿孔、心脏压塞
及围手术期死亡。
1.2.2 手术方法 本研究所有患者介入治疗均为
同一术者（年CTO-PCI手术量100例以上）施
行。常规手术器械为6F长头指引导管、导丝
（Runthrough NS导丝、Sion blue导丝、Sion black
导丝和fielder XT-R导丝）、微导管（150 cm的
1.9FATP微导管或1.8FFinecross 微导管）、延长
导管（ATP 5 in 6 Expressman延长导管）和球囊
（1.25×15 mm，2.0×15 mm）；双侧桡动脉入
路；首先行双侧冠脉造影，明确CTO病变特点、
侧支血管特征；根据数字序列进行随机分组；常
规组在逆向操作时先NS导丝沿逆向指引导管送入

供血血管，调整导丝将导丝送入侧支血管近端，
跟进逆向微导管后更换为Sion blue导丝、Sion
black导丝和Fielder XT-R导丝通过侧支血管，沿
导丝逐步跟进微导管，微导管能进入闭塞段远端
为逆向微导管通过侧支血管；如无法通过时采取
如下方法：①有用的分支血管可进行分支锚定；
②无可用分支血管时选择加用延长导管；③仍不
能通过时可进行侧支血管1.25×15 mm球囊进行
低压力（4~6 atm）扩张，在进行上述处理时必要
时可使用Nato法、球囊锚定导丝方法和使用延长
导丝的方法完成球囊与微导管更换。APE组在常
规操作前逆向指引导管内主动预置延长导管，操
作同常规组，不能通过时只采用③的方法。
1.2.3 相关定义 CTO病变指冠脉造影显示冠脉完
全闭塞，无前向血流，且闭塞时间＞3个月，闭
塞时间结合既往造影结果、心肌梗死及心绞痛
症状加重时间等估测；病变复杂程度采用J-CTO
评分 [2]：由曾经尝试过的手术、开口齐头状、病
变迂曲、病变长度＞20 mm及钙化病变5项变量
组成，分别各自赋予1分，3分以上为复杂CTO；
侧支循环分级采用（Werner分级） [3]：CC0级，
不连续侧支循环；CC1级，线样连接；CC2级，
分支样连接。将侧支血管分为①轻度迂曲：侧支
血管较直或较大的平滑弯曲；②中度迂曲：血管
迂曲，但无锐角或螺纹状形态；③重度迂曲：
呈螺纹状形态。侧支血管进入角＜90°为供血血
管近端与侧支血管的夹角＜90°，离去角＜90°
是指与受血血管连接部的近端与侧支血管夹角
＜90°；操作成功是逆向微导管通过闭塞段病变
进入正向指引导管内；初次操作成功是指未采用
上述三种方法逆向微导管通过侧支血管，二次操
作成功是指可采用任意上述三种方法将微导管通
过侧支血管；手术成功定义为CTO血管开通，血
管干预后残余狭窄＜30%，远端心肌梗死溶栓治
疗试验（TIMI）血流分级3级；围手术期并发症
为冠脉血栓及栓塞、供血血管损伤，侧支血管穿
孔、心脏压塞以及围手术期死亡；逆向介入失败
是指逆向导丝无法通过侧支血管，逆向导丝虽通
过侧支血管却无法通过闭塞段。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1.0统计学
软件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
差（ x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M（Q1，Q3）]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
验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
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
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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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性
别、吸烟史、高血压病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均＞0.05）。两组患者中多支血管病变所
占比例较多。在APE组心梗患者比例和左室扩大
程度略高于常规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在APE组冠脉搭桥比例高于常规组，左室射血分
数[（44.1±4.2）% vs.（51.2±4.6）%]低于常规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表1。
2.2 两组患者靶血管与侧支血管特征比较 两组
患者CTO评分均在3分以上，而APE组CTO评分
[（3.5±0.4）% vs.（3.8±0.5）%]稍高于常规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靶病变、
CTO病变特征、Wener分级、迂曲程度、进入角
及离去角等构成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2.3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在
手术相关参数方面，APE组患者的曝光时间和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吸烟（n，%）
高血压（n，%）
高脂血症（n，%）
糖尿病（n，%）
心梗史（n，%）
搭桥史（n，%）
多支血管病变（n，%）
左室舒张末内径（mm）
左室射血分数（%）

常规组（n=35）
65.8±4.6
27（77.14）
19（54.29）
25（71.43）
22（62.86）
17（48.57）
11（31.43）
6（17.14）
32（91.43）
52.8±2.1
51.2±4.6

APE组（n=32）
67.1±6.5
26（81.25）
20（62.50）
21（65.63）
25（78.13）
18（56.25）
14（43.75）
11（34.38）
31（96.88）
58.3±3.0
44.1±4.2

P值
0.912
0.483
0.203
0.560
0.091
0.183
0.053
0.041
0.837
0.061
0.049

表2 两组患者靶血管与侧支血管解剖学特征比较
项目

常规组
（n=35）
靶血管（n，%）
LAD
19（54.29）
RCA
16（45.71）
CTO特征
J-CTO评分（分）
3.5±0.4
二次手术（n，%）
13（37.14）
无明确残端（n，%）
6（17.14）
钝性残端（n，%）
14（40.00）
长度＞20 mm（n，%）
33（94.29）
闭塞弯曲＞45°（n，%） 22（62.86）
闭塞段钙化（n，%）
19（54.29）
开口及分支（n，%）
13（37.14）
侧支血管特征
werner分级（n，%）
1级
25（71.43）
2级
8（22.86）
3级
2（5.71）
侧支迂曲程度（n，%）
轻度
22（62.86）
中度
12（34.29）
重度
1（2.86）
侧支进入角＜90°（n，%） 15（42.86）
侧支离去角＜90°（n，%） 21（60.00）

APE组
（n=32）
20（62.50）
12（37.50）
3.8±0.5
11（34.38）
7（21.88）
18（56.25）
32（100.00）
23（71.88）
15（46.88）
9（28.13）
23（71.88）
6（18.75）
3（9.38）
23（71.88）
7（21.88）
2（6.25）
17（53.13）
20（62.50）

P值
0.432
0.081
0.923
0.816
0.227
0.434
0.116
0.691
0.233
0.931
0.902
0.291
0.918

注：LAD：前降支；RCA：右冠；CTO：慢性完全闭塞病变；
J-CTO：日本多中心CTO注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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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量均低于常规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手术时间和造影剂用量比常规组明
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操作相关参数方面与常规组比较，APE组患者的
通过侧支血管使用导丝和微导管的数量及通过
侧支血管所用时间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APE组初次操作成功率高于
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
组中患者中使用分支锚定、被动延长导管以及
侧支血管球囊扩张比例明显高于APE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正逆向导丝对
吻、反向CART、使用IVUS以及手术成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PE组中逆向
介入失败率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围手术期并发症方面APE组中手术
并发症低于常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3。
表3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项目

表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

常规组
（n=35）
手术相关参数
手术时间（min）
107.8±24.0
曝光时间（min）
79.3±23.2
曝光量（mGry）
2.73±0.47
造影剂用量（ml）
212.0±42.5
操作相关参数
通过侧支血管使用导丝数量 3.4±1.4
通过侧支血管使用微导管数量 1.3±0.5
通过侧支血管所用时间
24.1±6.5
初次操作成功（n，%）
20（57.14）
二次操作成功（n，%）
32（91.43）
分支球囊锚定
4（26.67）
被动延长导管
7（46.67）
侧支血管球囊扩张
4（26.67）
手术成功（n，%）
33（94.29）
逆向导丝直接通过
5（14.29）
导丝对吻技术
4（11.43）
反向CART
24（68.57）
逆向介入失败（n，%）
3（8.57）
无法通过侧枝血管
2（5.71）
无法通过闭塞段
1（2.86）
使用IVUS（n，%）
5（14.29）
围手术期并发症（n，%）
2（5.71）
血栓、栓塞
0（0.00）
供血血管损伤
1（2.86）
血管穿孔
1（2.86）
心脏压塞
0（0.00）
围手术期死亡
0（0.00）

APE组
（n=32）
89.3±17.9
61.5.8±18.9
2.36±0.41
174.7±25.8
2.6±0.8
1.0±0.2
19.0±3.1
29（90.63）
31（96.88）
3（100.00）
31（96.88）
7（21.88）
3（9.38）
21（65.63）
1（3.13）
1（3.13）
0（0.00）
3（9.38）
1（3.1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值
0.041
0.185
0.462
0.021
＜0.001
＜0.001
＜0.001
0.002
0.347
0.347
0.047
0.534
0.609
-

3 讨论
冠脉慢性闭塞病变介入的方法有正向介入、
逆向介入及正向内膜下重回真腔技术（ADR），
及其三者之间快速转换的治疗策略[6,7]。在逆向介
入之前CTO-PCI的成功率大约60%[5]，随着逆向技
术完善、观念更新以及介入器械的改进，CTOPCI介入成功率达到80%左右[4]，在大型心血管病
中心个别有经验的术者成功率可达90%以上[7-9]。
而手术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逆向器械通过侧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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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及闭塞段困难，这也是逆向介入的难点和关
键点。随着导丝的升级换代，从Sion系列导丝、
Fielder XT导丝到Souh 03导丝的使用明显提高逆向
导丝通过侧支血管比例[8,9]，然而逆向微导管能否
顺利通过侧支血管一直困扰着临床。有研究发现
以室间隔支为侧支血管的逆向微导管初次通过率
仅为70%[11]，而心外膜侧支血管通过率更低。
目前在逆向介入中常规选用股动脉入路、使
用长鞘和7F以上的长头指引导管增加支撑力，
当逆向微导管难以通过时常采用办法是“三更换
一联合”，而采用上述方法创伤大、血管并发症
多见、易损伤冠脉开口及术后护理负荷大，大多
数方法都是被动采用、费时费力增加患者医疗费
用。随着桡动脉入路开展，创伤小、血管并发症
发生率低和术后容易护理，医患易于接受，然而
桡动脉介入中指引导管选择受到血管直径限制，
支撑力不足的问题限制经桡动脉介入在逆向介入
中的广泛使用。近年来随着我中心的逆向介入开
展，积累了桡动脉介入丰富经验[9]，本研究以预置
延长导管方法来解决逆向微导管通过侧支血管困
难为目的，采用随机对照研究，在桡动脉逆向介
入中预置延长导管观察其对逆向微导管通过室间
隔侧支血管的影响，以操作成功率、手术时间、
曝光时间和导丝及微导管数量等作为评价指标。
在预置使用延长导管的逆向介入手术中，除
增加指引导管支撑力外，明显改善与冠脉同轴
性，导丝操控更加稳定，并不增加缺血和血管损
伤风险。本研究发现主动使用延长导管的APE组
所用的手术时间、造影剂用量、导丝数量、微导
管数量和通过侧支血管时间比常规组显著减少，
逆向介入失败率明显低于比常规组，初次操作成
功率显著高于常规组，均具有统计学差异，而曝
光时间、曝光量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不具有统计
学差异，但有减少的趋势。本研究常规选用两种
类型1.9F ATP和1.8F Finecross微导管，如果无法
通过时采用分支球囊锚定、侧支血管扩张和延长
导管使用，研究发现在无预置延长导管逆向介入
患者中微导管初次通过率50.7%，明显低于其他
股动脉应用长鞘的研究结果[4,5]，这与桡动脉入路
指引导管支撑力不足有关，而在预置延长导管患
者中微导管初次通过率高达90.63%，明显高于其
他研究结果，从而证实了预置延长导管可以显著
提高微导管通过率，甚至优于单纯以股动脉入路
使用长鞘7F以上指引导管的方法。在介入过程中
使用分支血管锚定，增加逆向延长导管，能很好
提供逆向导管的主动支撑力，增加逆向微导管通
过率，而侧支血管低压力扩张能明显改善微导管
通过率，但未见明显增加侧支血管受损的风险，
同时发现一旦逆向导丝脱出需要重新进入扩张过

的侧支血管时导丝更易通过，这一现象由于病例
较少未做进一步研究。在操作中术者应避免强力
推送和过度旋转，缓慢随心脏跳动逐步送入，即
便是当时很难通过时，将逆向指引导管中延长导
管深插与血管保持良好同轴性，将微导管顶紧后
随着心脏跳动微导管能缓慢通过侧支血管。
在逆向微导管通过侧支血管困难时应用球囊
锚定、延长导管来主动增加指引导管支撑力，使
用小球囊低压力扩张，增加微导管通过，能显著
提高手术成功率，但未见血管损伤等并发症发
生，说明这些措施是安全有效的，但由于样本量
较小，需进一步进行临床观察验证。尽管这些措
施是安全和有效的，如果都是被动的和滞后的应
用，它会增加手术操作难度、手术时间及造影剂
用量和手术失败的风险，而对于左心功能不全，
病变复杂的患者甚是如此。目前尚无一种较能准
确预测逆向介入难易程度的评价体系，指导术前
器械和介入入路的选择，术中采用的措施与术者
的临床经验密切相关，临床实践中需建立上述体
系用以指导介入手术，提高手术操作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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