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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预扩张支架术和直接支架术治疗老年冠心病患者比较观察
卢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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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采用充分预扩张支架术、有限预扩张支架术和直接支架术治疗老年冠心病患者的优缺点

及远期疗效。方法选择具有如下特点的病例进入观察：①临床诊断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ＡＰ）或非ｓｒ段抬高性心
肌梗死（ＮＳ＇Ｉ、ＥＭＩ）。②年龄≥６５岁。③无糖尿病史。④冠状动脉（冠脉）病变狭窄程度≥７５％但≤９５％，长度≤
３０ｍｍ，参考直径≥３．０ｍｍ，成角≤４５。。⑤透视下病变钙化程度中度以下。对入选病例的病变随机分为３组：①充
分预扩张支架组，采用与病变参考血管直径ｌ：１的球囊充分预扩张后置入支架。②有限预扩张支架组，采用比病
变参考血管直径小３０％左右的球囊作有限预扩张后置入支架，③直接支架组，不经过预扩张直接置人支架。全组
病例术后常规服用噻氯匹定４周，联合应用ｐ阻滞剂、钙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他汀类降脂药物。每
半年随访症状和心电图，对有胸痛症状和缺血检查结果者复查冠脉造影。结果共入选１９８例患者（２６３个病变），
男／女为１２２／７６，年龄（７２±１１）岁。３组病变分组情况及介入治疗结果：①充分预扩张支架组，８７个病变（６３例）．支
架全部放置成功，支架直径（３．３±０．７）ｒａｍ，长度（２６．８±０．７）ｎｍａ，预扩张后３３个病变（３７．９％）出现夹层，其中１１
个（３３．３％）需采用长支架或补放支架处理。②有限预扩张支架组８８个病变（６９例），支架全部放置成功，支架直径
（３．３±０．５）ｎｌｎｌ，长度（２５，６±０．５）ｍｎｌ。③直接支架组８８个病变（６６例），均成功。支架直径（３．３±０．７）ｎ＇Ｌｒｎ，长度
（２５．７±０．３）ｎｌｍ。对３组患者随访（１５．２±５．３）个月，无死亡和心肌梗死病例，失访６例（３．０％）。１２例患者（６．
２ｔ％）因复发胸痛症状或心肌缺血行冠脉造影，发现５例为靶病变再狭窄，分别为充分预扩张支架组４例（均为夹层
病例），有限预扩张支架组ｔ例；３例为其他病变进展；４例无再狭窄或病变进展。结论①对于经选择的老年患者
冠脉非完全闭塞病变，充分预扩张支架术、有限预扩张支架术和直接支架术的操作成功率基本相同。②充分预扩
张支架术夹层发生率、支架补放率和远期再狭窄率高，直接支架术操作时间短、单病变费用少、远期再狭窄率低。
③对老年冠心病患者，不提倡采用充分预扩张术获得“支架样”效果，提倡对合适病变采用直接支架术。④有限预
扩张后高压置入支架可作为处理老年冠脉病变的常规介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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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对老年冠心病患者的非完全闭塞性冠状动脉

人７Ｆ鞘管，根据病变部位和特点选用７Ｆ Ｊｕｄｋｉｎｓ，

（以下简称冠脉）病变进行介入治疗时，为了防止围

ＸＢ或Ａｍｐｌａｔｚ指引导管到达左或右冠开口，以

手术期并发症和降低远期再狭窄率，常置入支架来

０．０１４英寸（１英寸＝２．５４ｃｍ）直径的ＢＭＷ／ＡＣＳ导

获得理想的最小血管内径¨’２：。在实际操作中置入

丝通过病变到达靶血管远端，然后以如下方法置人

支架的方法主要有３种，即充分预扩张后置人支架、
有限预扩张后置入支架和不经预扩张直接置入支

支架”～７。：①对充分预扩张支架组病变先采用与病
变参考血管直径１：１的球囊充分预扩张，球囊长度

架ｂ Ｊ。为了比较这３种方法的优缺点及对远期再狭

２０ｒａｍ，缓慢增加扩张压直到球囊完全充盈，抽空球
囊后回撤至指引导管内，造影评价扩张效果。如残

窄率的影响，作者进行了临床随机对照观察。

余狭窄≥３０％或因远端血流小于心肌梗死溶栓试验
１材料和方法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Ｉ）血流

１．１病例选择具有如下特点的病例和病变进入观
察：①ｌ临床诊断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ｇｉｎａ

ｐｅｃｔｏｒｉｓ，ＵＡＰ）或非ＳＴ段抬高性心肌梗死（ｎｏｎ—Ｓ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ＮＳＴＥＭＩ）‘４Ｉ。②年

龄≥６５岁。③无糖尿病史。④冠脉狭窄≥７５％但
≤９５％，长度≤３０ｍｍ，参考直径≥３．Ｏｍｍ，成角≤
４５。。⑤透视观察病变中度以下钙化。对病变狭窄
程度、长度和钙化的评价方法参照文献报道”～７ｊ。

分级３级，则预防性置入支架，否则评判为“支架样”
扩张效果，不置入支架。②对于有限预扩张支架组
病变，如果病变参考血管直径＜３．５ｍｍ，采用２．
０ｍｍ×２０ｍｍ的球囊作预扩张；如果参考直径≥３．
５ｍｍ，则采用２．５ｍｍ×２０ｍｍ的球囊作预扩张；然
后预防性置入支架。③对直接支架组病变则不作预
扩张，根据病变特点直接置人支架。
１．４治疗和观察全组病例术后常规服用噻氯匹定

１．２分组对人选的冠脉病变随机分为３组：①充

４周（０．２５９，２次／ｄ），联合应用｜３。阻滞剂、钙拮抗剂、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他汀类降脂药物。每６

分预扩张支架组，即采用与病变参考血管直径１：１

个月随访症状和心电图，对有胸痛症状或缺血检查

的球囊充分预扩张后置入支架。②有限预扩张支架

结果者复查冠脉造影。

组，即采用比病变参考血管直径小３０％左右的球囊

１．５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统计

作有限预扩张后置人支架，为了操作方便，在实际手

学处理用ｘ２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术中对参考直径＜３．５ｍｍ的病变采用２．Ｏｍｍ×

统计处理用￡检验；以Ｐ＜０．０５为显著性差异水
平。

２０ｒａｍ球囊作有限预扩张，对参考直径≥３．５ｍｍ的
病变采用２．５ｍｍ×２０ｍｍ球囊作有限预扩张。③

２结果

直接支架组，即不经过预扩张直接置入支架。
１．３支架置入方法常规右股动脉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穿刺送

万方数据

２．１病例资料共人选１９８例患者（２６３个冠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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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３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

·１０７·

变），男／女为１２２／７６，年龄（７２±１１）岁。３组患者的

和直接支架组（１９ ６７２±９４）元，其中直接支架组单

一般临床资料见表１，各组间在ＵＡＰ／ＮＳＴＥＭＩ、年

病变平均费用明显低于前两组（Ｐ＜０．０５），前两组

龄、高血压病和高血脂症的分布方面具有可比性

问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
３组病变支架置入情况：①充分预扩张支架组

（Ｐ＞０．０５）。
表１

８７个病变（６３例）经充分预扩张后，没有一个病变达

３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

到“支架样”扩张效果，全部放置支架并且一次成功。
支架直径（３．３±０．７）ＩＴｆｆｎ，长度（２６．８±０．７）ＦｎｌＴＩ，扩
张压力（１４．３±２．３）ａｔｍ（１ａｔｍ＝１０１．３２５ｋＰａ）。预
扩张后３３个病变（３７．９％）出现明显夹层，其中１１
个（３３．３％）需采用长支架处理。②有限预扩张支架
组８８个病变（６９例）经有限预扩张后，支架放置全
部一次成功。支架直径（３．３±０．５）ｍｍ，长度（２５．６
±０．５）ｒａｍ，扩张压力（１５．１±３．２）ａｒｍ。预扩张后９

注：ＵＡＰ：不稳定型心绞痛；Ｎ趼ＥＭＩ：非ＳＴ段抬高性心肌梗死

个病变（１０．２％）出现局限性夹层，但不需采用长支
架或补放支架处理。③直接支架组８８个病变（６６

２．２病变资料３组患者共人选２６３个冠脉病变，各

例）中８５个直接置人支架成功（９６．６％），有３个病

组间病变参数的比较见表２。３组患者的冠脉病变

变支架不能通过，经预扩张后置人成功（３．４％）。支

在血管分布、狭窄程度、病变长度、参考内径和远端

架直径平均（３．３±０．７）ｉＩｉｌ－ｎ，长度（２５．７±０．３）１ＴｌＩｎ，

ＴＩＭＩ血流等参数方面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Ｐ＞

扩张压力（１４．７±４．２）ａｔｍ。３组支架分别来自

０．０５）。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Ｂｏｓｆｏｎ，Ｃｏｒｄｉｓ，Ｇｕｉｄａｎｔ，Ｏｃｃａｍ公司。

２．３支架置人资料３组１９８例患者的２６３个靶病

２．４随访资料对３组患者平均随访（１５±５）个月，

变全部置人支架，操作成功率１００％，无并发症。３

无死亡和心肌梗死病例，失访６例（３．０％），充分预

组患者手术操作时间分别为充分预扩张支架组

扩张支架组、有限预扩张支架组和直接支架组分别

（４６．７±５．４）ｍｉｎ、有限预扩张支架组（４３．６±４．７）

为１例、３例和２例。１２例患者（６．２％）因复发胸痛

ｍｉｎ和直接支架组（３２．５±５．６）ｍｉｎ，其中直接支架

症状行冠脉造影，发现５例为靶病变再狭窄，其中充

组操作时间比前两组明显缩短（Ｐ＜０．０５），前两组

分预扩张支架组４例（均为夹层病例），有限预扩张

间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３组患者按病

支架组１例，经切割球囊扩张处理后结果满意，没有

变统计的器械费用分别为充分预扩张支架组（３１

进行搭桥手术；３例为其他病变进展；另外４例无靶

５３７±１０３）元、有限预扩张支架组（３０ ７５４±１１４）元

病变再狭窄或其他病变进展。

表２

注：ＬＡＤ：左前降支；ＬＣＸ：左回旋支；ＲＣＡ：右冠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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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３．１老年人冠脉病变的特点

和远期再狭窄率低。因此，笔者认为：①对老年冠心
与普通成人的冠脉病

变相比，老年人冠脉病变所在的血管壁僵硬、脆性
大，弯曲病变和弯曲血管多，病变成分复杂，钙化和
狭窄程度重，采用较大球囊扩张容易引起血管壁夹
层。因此，在对老年人冠脉病变进行介入治疗时，尤

病患者，不提倡采用充分预扩张术获得“支架样”扩
张效果。②提倡对合适病变采用直接支架术。③对
于复杂病变，有限预扩张后的高压支架置入术是安
全有效的介入治疗方法。
３．５本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存在如下重要限制：①

冠脉支架来源于不同生产厂家，其工艺、结构和特性

其应注意仔细分析病变参数，准确判断参考血管直

都存在明显差异，影响即刻和远期疗效［９’１０。。②病

径，合理选择手术器械，保证操作成功和手术效果，

变位于不同冠脉的不同部位，观察介入治疗后近远

防止发生并发症∞１’。

期结果的混杂因素多。１１ｉ。③没有对全部或大部分

３．２预扩张支架术的优缺点

由于老年人冠脉病变

病例或病变进行随访冠脉造影，而是以胸痛复发后

常常复杂而严重，因此，大多数操作者习惯先对靶病

冠脉造影为观察方法，容易遗漏无症状或轻症状心

变进行充分或有限预扩张，然后再根据扩张结果决

肌缺血和再狭窄¨２『。④患者的Ｉ靥床治疗强度不同，

定是否置入支架。预扩张的优点是：①为顺利置人

影响远期疗效评价。⑤由于病例数较少，有必要组

支架准备好路径。②通过观察病变对球囊扩张的反

织更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对上述结果加以验证。

应，评价病变的物理特性，指导支架扩张压的选择。

３．６结论①对于经选择的老年患者冠脉非完全闭

③观察病变处侧支血管对球囊扩张的反应，评价铲

塞病变，充分预扩张支架术、有限预扩张支架术和直

雪效应对侧支开口的影响。④丰富病变远端血流，

接支架术的操作成功率基本相同。②充分预扩张支

为准确定位支架创造条件。但是，预扩张也有其固

架术夹层发生率、支架补放率和远期再狭窄率高，直

有的缺点：①操作步骤多，手术和辐射时间增加。②

接支架术操作时间短、单病变费用少、远期再狭窄率

血管夹层等并发症率增多。③对血管壁损伤大，增

低。③对老年冠心病患者，不提倡采用充分预扩张

加远期再狭窄率。④单病变手术费用增加。

术获得“支架样”效果，提倡对合适病变采用直接支

３．３直接支架术的优缺点理论上，冠脉病变处的

架术。④有限预扩张后高压置入支架可作为处理老

血管内膜增生程度与损伤程度呈正相关，即损伤越

年冠脉病变的常规介入方法。

重和越广泛，内膜增生和修复反应越重，远期再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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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均能获得满意的即刻手术效果（手术成功率

操作、辐射时间均高于直接支架术，但其夹层并发症

ｏｓｔ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ｇ．Ｉｎ：Ｃｏｌｏｍｂｏ Ａ．Ｔｏｂｉｓ

充分预扩张支架术、有限预扩张支架术和直接支架

的预扩张。③有限预扩张支架术虽然单病变费用和

ｓｔｅｎｏｓ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ａｐｈｅｎｏｕｓ

ｔｅｒｉｅ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９８：１４９１—１４９５．

３种支架置人方法比较根据本文结果，采用

１００％），但３种操作方法各有其特点：①充分预扩张

ａｏｒｔｏ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Ｋｏｂｏｙａｓｈｉ Ｎ，Ｖａｇｈｅｔｔｉ Ｍ，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Ｙ，ｅｔ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ｏｆ

射剂量。其主要缺点是不能用于高度弯曲、成角、钙
化、存在大分支和不能准确定位支架的病变。

ｏｒ

ＩＩ

Ｇｉａｎｔｕｒｃｏ－ＲｏｕｂｉｎⅡｓｔｅｎｔ

ｕｓ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１９９８，

９８：３４７８．
６

Ｐａｒｋ

ＳＪ，Ｐａｒｋ ＳＷ，Ｌｅｅ ＣＷ，ｅｔ ａ１．Ｉｍｍｅｄｌａｔ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ｗ

ＣｒｏｓｓＦｌｅｘ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

一＝＝ ＝ ＝ ＝ ＝ ＝ 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ｆ Ｊ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３年６月第２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ｌｔ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ｍ
７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１ ９９９，８３：５０２—５０６．

ｓｃｉｅｎｔｉ ｆｉｃ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ｘ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ｓｅ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ｎｍｈｉｐｌ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 ａｓｓｅ＆ｓｎｌｅ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ｌ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ｅｎｔ．Ｎ Ｅｎｇｌ

Ｐｒａｔｉ Ｆ，１）ｉ

ｏｆ

ａ

ｓｅｌｆ—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１０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ｉｃ—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ｌｅｓｉｏｎｓ．Ｃａｔｈｅ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１４

Ｎｉｌｅｓ

ＮＷ，ＭｃＧｒａｔｈ ＰＤ，Ｍａｌｅｎｋ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ｎｅｏｉｎｔｉｍ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ｍ

ｍｏｄｅｌ．Ｊ

Ｃａｒｄｉ０１，１９９６，２７：１２７０—１２７７．

Ｄｉａｇｎ，１９９６，３７：

Ｄ，ｅｔ ａ１．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ｈｉｖｅｓｓｅｌ

ｈｏｖｅｌ 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

Ｓｔｅｅｊ ｂａｌｌｏｏｎ—ｅｘｐａｎｄａｂｌｅ ｓｔｅｎｔ：ｄｅｔｅｒ—

ｓｔ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ｓｅｃｔｅｄ ｂｉ—

３１１－３１３．

ＡＪ，Ｌａｉｒｄ ＪＲ，Ｋｕｆｓ ＷＭ，ｅｔ ａ１．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Ｃａｒｒｏｚｚａ

ｓｔｅｎｔ

Ｃａｒｒｉｅ Ｄ，Ｋａｒｏｕｎｙ Ｅ，Ｃｈｏｕａｉｒｉ Ｓ，ｅｔ ａ１．“Ｔ”一ｓｈａ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ｃｏｒｏｎａｒ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ｔｕ＇ｏｍＮａｓｉ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 Ｃ，Ｅｄｅｈｎａｎ ＥＲ．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ｔａｒ

ｅａ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ａ

ＸＴ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Ｊ Ｍｅｄ，１９９ｌ，３２４：１３—１７．

ｓｔｅｎｔ：ａｎ

Ｐａｌｍａｚ—Ｓｃｈａｔｚ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ｍｏｕｎｔｅｄ

ｓｔｕｄｙ．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９９：１０１ ｌ一１０１４．

Ｃｏｌｌ
１ｌ

１３

Ｍａｒｉｏ Ｃ，Ｍｏｕａｓａ Ｉ、ｅｔ ａＩ．Ｉｎ—ｓｔｅｎｔ ｎｅｏｉｎｔｉｍａＩ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ＥＸ７Ｉ、ＲＡ 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ｅ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ｐｌａｑｕ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ｕｔ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１９９５，９１：２９９５—３００１．

ＰＷ，Ｓｔｒａｕｓｓ ｔ３Ｈ，ｔ－ｋ＿ａｔｔⅪ，ｅｔ ａ１．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９

１２

Ａｍ

Ｃａｒｄｉｏｌ，１９９９，３４：１３４８—１３５９．

Ｓｅｒｒｕｙｓ

·ｌ（）９·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

２００３

ｓｔｅｎｔ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９８：３４７４—３４７７．

ｓｔａｔ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Ｊ

８

ｂｙ

ｆｏｒ ｈｅａｈ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ｎ／ｅｎｔ

Ｊｕｎｅ

３０一ｄａｙ，ａｎｄ ６－ｍｏｎｔ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Ｍ，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ｋ Ｒ，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Ｐ，ｅｔ ａ１．ＡＨ叫ＡＣＣ

Ｇｒｕｎｄ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

ｏｒ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

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一

ｌａｒｇ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Ｎｏｒｔｈ—

ｅｍ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２ｔ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ｆ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１，３７：１００８—１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０４。０３）
（本文编辑：周宇红）

ＪＰ，Ｋｅｒｅｉａｋｅｓ Ｄ，Ｃａｐｕｔｏ ＲＰ，ｅｔ ａ１．Ｆｉｎａｌ ａｃｕｔｅ，

·会讯·
第二届中国外科周一２００３厦门＂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第二届中国外科周一２００３厦门”学术会议定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６～２０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本
次学术会议为中华医学会主办的工类大型学术会议，外科学分会各专业学组计划于２００３年举行的学术会议
将统一纳入本次会议之中。本次学术会议的重点内容为肝脏、器官移植及胆道外科、门静脉高压症、脾功能
与脾脏外科、胰腺、腹腔镜与内镜外科、血管外科及乳腺与内分泌外科。经中华医学会批准，参加外科工类学
术会议的代表将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本次会议还将邀请国内外多位著名外科专家就外科相关领
域进展做专题演讲，现征文通知如下。
１．征文内容：（１）肝脏肿瘤、肝外伤、肝脏移植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肝癌复发与转移的预防、治疗及机制
研究，肝癌的综合治疗研究等。（２）肝门部胆道外科，胆、胰、肠结合部外科，肝内胆管结石的处理，胆石症与
胆管癌的关系。胆石成因研究，胆道外科进展。（３）胰腺肿瘤，胰腺外伤，胰腺炎的临床与基础研究。（４）脾
脏外科与脾移植，脾脏免疫及循环功能研究。（５）腹腔镜在外科疾病方面应用进展，腹腔镜疝修补术，内镜外
科等。（６）血管外科疾病及血管创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介入治疗的经验。（７）内分泌外科与乳腺外科疾病
诊断、治疗与实验研究新进展、内分泌外科疾病的微创治疗，乳腺癌的综合治疗的新观念。（８）门静脉高压症
手术的疗效、门静脉高压症的内镜治疗、介入治疗及其他非手术治疗的经验，肝硬变并发症及并存病的处理，
门静脉高压症血流动力学。发病机制研究及临床应用，门静脉高压症的肝移植治疗，关于肝功能评价研究
等。（９）外科感染与重症监护的基础与ｌ｜缶床研究。（１０）疝与腹壁外科疾病的治疗进展，补片的材料学进展。
（１ １）普通外科其他领域基础与临床研究。
２．论文应是在２００３年７月底之前未公开发表者，正文３ ５００字以内，摘要５００字以内，打印并附单位同
意投稿介绍信，不投摘要者恕不能收入汇编。投稿时请附软盘（有条件者请用电子邮件投稿）。稿件请寄中
华普通外科杂志编辑部收，信封左下角和邮件主题栏请注明“外科周征文”字样。截稿日期：２００３年７月３１
日，以邮截为准。地址：北京西城区阜内大街１３３号。邮编：１０００３４；电话：６６１２４７０４；传真：６６５１６０５８；
Ｅ—ｍａｉｌ：ｗｅｎｇｃｈｕｎｚｈｅ７５（勇１６３．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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