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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室介绍 
 导管室1：冠脉、简单TAVI、主动脉瓣球囊扩张等 

 导管室2：装配双C臂DSA机，冠脉、简单TAVI、主动脉瓣球

囊扩张等 

 导管室3：冠脉、简单TAVI、主动脉瓣球囊扩张等 

 导管室4：电生理专用 

 导管室5：电生理专用 

 导管室6：设置在外科手术室，主要开展TAVI、MitraClip手

术，高危PCI（ECMO、Impella辅助，多科室协作） 

 导管室7：电生理专用，设置在放射科MR检查室，磁导航导管

室，主要开展器质性室速等复杂射频消融术 

1. PCI年手术量2500台：择期PCI 1500台；STEMI急诊  

    PCI 400台；NST-ACS PCI 600台 

2. 单纯冠脉造影：2000台 

3. TAVI年手术量250-300台 

4. MitraClip年手术量50台 



第2导管室 

导管室二：双C臂导管室 

主要目的：减少造

影剂使用，进而减少

对比剂发生 

•  已存在肾功能不全 

•  对比剂肾病高危 

•  CTO病变 



第7导管室 

通往MRI检查室 

导管室7 

房颤、室速等复杂电生理射频手术 



导管室的配置 

冠脉导管室Impella
是标配 



急诊、MICU、介入中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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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急诊-MICU-介入中心的过道 



急诊科 

MICU 介入中心 外科团队 

普通病房 

有急诊外科
手术指证 有急诊介入指证 

重症患者诊疗流程 
诊疗区 

留观区 

监护区 

高效运转机制：急诊科归属MICU统一管理，MICU住院医师每日轮值负责常

规诊疗，MICU主治医师指导住院医师并负责急诊患者的分流或把握手术指证 

术后 

常
规
患
者 

病情稳定 

符合MICU收治指证 



早交班情景 

九点在会议室交接班，主要是主治医师与住院医

师参加，利用SAP医疗系统，对急诊留观区、监护

区病人以及MICU所有住院病人逐一交接，重点病

人展开谈论并制定诊疗计划，主治医师安排住院医

师床位分配以及当日急诊值班，交班后住院医师查

房，危重以及疑难病例主治医师负责指导和巡视 



“临时”ICU 



总体学习体会 

 疾病治疗紧扣临床指南，并有自己的处置经验 

 医务人员具备高度责任心并切实履行好各自的岗位职责 

 手术流程清晰、规范统一 

 内外科协作无障碍 

No distance, only difference  



疾病治疗紧扣临床指南 

遵从指南是内外科合作的基础 



TAVI术前门诊：内外科医师共同接诊评估 

内科医师（Pr. LEROUX） 

外科医师 

外院转诊患者拟行TAVI手术，内

外科医师共同接诊。 

若评估为外科换瓣手术，则择期

（预约）收外科病房手术 

若可行TAVI手术，择期（预约）

收内科病房，TAVI术前再次评估路

径，若可经股动脉穿刺置鞘完成，

则内科医师手术；若需切开直视暴

露血管完成，则内科医师协助外科

医师手术 



ECMO辅助下急诊PCI一例 

与我院ECMO相同 

X线下同时完成下肢转流减少缺血并发症 

第6导管室 



尽可能完全血运重建 
 64yrs/M，胸痛3h，院外心脏骤停并CPR成功；心电图典型“类左

主干”缺血改变；诊断NSTE-ACS 

 拟行紧急PCI，刚到导管室即电风暴，持续CPR并启动ECMO小组 

 ECMO小组反应快速：至现场-成功建立体外循环 15min 

 建立ECMO后紧急PCI开通血管，强调完全血运重建 

 

完全血运重建 



循环辅助器械 

 主要是Impella ，年置入量30-40例； 

 ECMO患者由外科ICU统一管理（麻醉科） 

 IABP极少使用，一般3d内撤除，年置入量

＜10例，主要是指南推荐级别降低 

Heartmate II 年置入量15-20台 



AMI合并心源性休克处理模式 



日间病房（daily ward） 

日间病房共10张床，只要收治CAG、择期PCI 

心肺复苏宣教，几乎每个病房都有，不仅针对医务人员，同时针对患者及家属 



部分疾病并无指南可依，自己的

经验和细节的处理值得学习 



导管室DSA指导下心包置管引流 

超声指导下穿刺 



TAVI术中遭遇心脏骤停 

如何应对？ 

视频1：徒手心肺复苏下继续TAVI手术 



 需要更充分的术前准备 

 全麻、气管插管，避免术中紧急转换 

 全套监护：中心静脉压、S-G导管，在LVEF＜20%人群中作为常规 

 备用心肺辅助装置的必要性（ECMO/Impella） 

 明确病因：心包填塞？冠脉闭塞？ 

 继续完成手术的重要性：改善心脏后负荷 

 单中心的经验 

 943 TAVI cases（2007-2013）,30 cases术中出现血流动力学恶化（无并发症并发

症），需要胸外按压（其中12例术前LVEF极低），5 cases置入心肺辅助装置，全部

存活出院 



高危患者Impella辅助下行择期PCI 

Impella主机 

X线下心脏部分 



CAG+LVG+压力测定+右心导管 

 86y/F，无外科指证，中重度

主动脉瓣狭窄+重度主动脉瓣关

闭不全+肺动脉高压 

 

 冠脉造影 

 左室测压 

 右心导管评估（SG导管） 

结果：主动脉瓣跨瓣压差=23mmHg，

拟定MitraClip术处理二尖瓣 



脑卒中保护装置在TAVI中的应用 

TriGuard 是目前市场上最尖端的脑栓塞保护设备 



TAVI中冠脉开口位置低的处理 

 尽可能选择自膨式瓣膜 

 情况允许下，瓣膜选择小一

号（瓣周漏风险高） 

 Balloon Sizing技术 

 支架预埋技术 

支架预埋技术 



MitraClip术后重度反流的处理及 

罕见并发症1例 

3D TEE指导下导丝经由2个
Clip中间孔通过并留置于左心室 

借以房间隔封堵器封堵2个Clip

之间的空隙以减少术后反流 



新型大血管支架首次实施 

  



TAVI+MVR术 



一期行MitraClip+TAVI术 



高度责任心并切实履行好各自

的岗位职责 



术前疑难病例讨论 

视频56：疑难病例术前讨论 



术前术中术后与患者均有交流 
Chiefmaster  Pr COSTE 

术中与患者交流：自我介绍，目前

主要问题，即将进行什么手术，目

的是什么等等 

术前访视 术后访视 



术后并发症讨论 



人员分工明确，各自履行好职责 

搬运患者使用保护床垫，

避免患者不必要的伤害，

护理更为细致 



图像处理更具细节 

 一般患者常规行左室造影和测压 

 外科术前病人常规行升主动脉造影 



技师对图像处理与标注严格 



DSA评估狭窄程度与血管直径 

 所有＞50%病变均需行DSA 

  评估狭窄程度与正常参考  

  段血管直径 

 更好指导PCI支架的选择 



护理记录简单，强调真实性 



截屏保存使记录更加真实 



更加重视总体缺血时间 

Heure de l’evenement 

起病时间 

Heure de la P.en Charge 

首次医疗接触时间 



手术流程清晰、规范统一 

注重细节的处理 



冠状动脉造影流程 
术前准备 

•消毒 

•铺巾 

•局麻 

•桡动脉穿刺 

•留置桡动脉

鞘管 

CAG+左室造影 

• 260cm长导丝 

• RCA造影（JR） 

• LCA造影（JL） 

•左室造影+测
压 

•或升主造影 

手术结束 

•导丝引导出
造影导管 

医患术中交流 

预约门诊进一步排

查（如MRI等） 



细节处理：术前穿刺伤口预处理 



器械治疗卡片交给患者留存 

卡片交于患者，标注支架数目、品牌和规格 



注重功能学评估 

FFR 

所有临界病变均需测定FFR 



 

美敦力CoreValve瓣膜支架手术流程 



Edwards SAPIEN 3 

瓣膜支架手术流程 



术前Osirix系统评估后E-MAIL各
级手术参与人员 

内容涉及：排台顺序，患者基本信息，手术时间，路径选择，室间隔膜部长度、瓣

膜支架尺寸以及品牌，麻醉方式，是否需要TEE，注意事项，外科是否参与等 



经导管二尖瓣置换术流程 

 该技术采用TAVI 瓣膜支架假体以及输

送系统 

 适用于二尖瓣生物瓣置换术后瓣膜假体

失败病变 

 关键词：全身麻醉、TEE（3D）、股

静脉路径、房间隔穿刺、跨瓣 

 

将以真实病例为基础分解手术流程 



经心尖路径置入瓣膜支架 

 再次输送瓣膜支架系统，仍难以通过房间隔，此次出现心脏骤停，心

肺复苏后终止经导管二尖瓣置换术 

 改经心尖路径置入瓣膜 

图10 图11 图12 



MitraClip手术 

3D TEE在MtraClip术中具有重要价值 



经皮主动脉瓣成型术（BAV） 

球囊扩张 造影复查扩张 

CASE 1  82yrs/M 具备TAVI指证，家中待术，突发急性心衰，先行瓣 

                膜成型术，待心衰改善后择期置入瓣膜支架 

CASE 2  93yrs/F 高龄，仅行瓣膜成形术，不考虑置入瓣膜支架 



左室钢丝临时起搏器连接 

阴极 

阳极 

作为绝缘体 



右冠PCI术中窦部撕裂 

 窦部撕裂后出现心率缓慢，血压

低 

 启动应急预案 

 紧急行大血管CTA，并联系外科

术前准备 

 急诊室医师携带抢救装备陪同检

查 

应急预案 



内外科协作无障碍 



注重团队建设和维护 

外科主任  

Pr.Luvis Labrous 



内外科医师共同接诊评估 

TAVI术前患者 



部分疑难病例内外科共同参与术前讨论 



TAVI/MitraClip内外科可同时参与 



讨论无处不在，沟通无障碍 
CTO-逆向PCI时导丝断裂并穿出血管外，术中心源性休克，外院ECMO

辅助下转院，以下是1月后复查CAG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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