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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

伍贵富  主任医师/教

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市第

四人民医院院长、心脏中心

主任、胸痛中心主任，中山

大学卫生部辅助循环重点实

验室常务副主任，美国心脏

病学院资深会员（FACC）, 

国际体外反搏学会副主席，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

反搏分会主任委员,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

院客座教授，中科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客座教授。目前还兼任的学术职务包括：深圳市医

师协会副会长，深圳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

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常委,中国

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委员,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副理事

长,广东省心血管学会常委等。是深圳市享受政府津贴专家和深

圳市地方级学术领军人才。

伍贵富教授于1987年毕业于四川泸州医学院医学系，后

分别于1994年和2000年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硕士和博

士学位，2001.9-2003.8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Beth Israel 

Deaconess医院从事博士后。伍贵富教授自1994年起在中山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20余年，于

2012年4月通过全国公开竞聘的方式到深圳市担任第四人民医院

（福田医院）院长。

伍贵富教授先后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省

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约

18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35篇，获专利5项。是国内外10余种

专业期刊的特约审稿人。编著专著5本，其中主编1本。培养硕士

和博士研究生10余人。

伍贵富教授的主要专业领域包括心血管内科疾病诊治，冠

心病的介入诊断和治疗，心血管辅助循环装置研制，动脉粥样硬

化的防治等，近10年来致力于“结合体外反搏治疗的心血管疾病

康复新模式”的探索与推广，是国际体外反搏领域的核心专家之

一和中国体外反搏技术应用的推广者和践行者。自2006年以来，

已经在国内组织召开体外反搏大型国际学术会议3届，组织编写

并发布体外反搏与心血管康复专家共识和指南3部。 

伍贵富教授于1991年起师从中国增强型体外反搏技术的奠

基人郑振声教授开展体外反搏技术的应用和研发工作，在其博士

学位论文中首次提出了体外反搏治疗产生的“双脉动”概念，即

在一个心动周期中血管内皮受到收缩波和高于收缩波的舒张期增

压波（反搏波）的双重刺激。2004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到中

山大学后，借助中山大学卫生部辅助循环重点实验室平台，在郑

振声教授的指导下积极从事体外反搏的基础、临床研究和新技

术开发，在国内外积极倡导结合体外反搏疗法的心血管康复新模

式。2011年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外反搏中心为基础平台创

建了“心血管康复中心”。

为搭建中国体外反搏学术交流与推广平台，伍贵富教授于

2009年7月在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的支持

下发起成立了“中国体外反搏专委会”，并相继组织国内外专

家撰写和发表了“中国体外反搏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和“结合

体外反搏疗法的心血管康复国际专家共识”， 2013年主编出版

“增强型体外反搏-理论与实践”，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体外反搏

技术应用的科学化、规范化。2015年4月伍贵富教授联合国内专

家又创立了“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正是在

伍贵富教授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倡导下，国内学界的有识之士协

同奋斗，近10多年来中国体外反搏才开始逐渐走出低谷，使体

外反搏这个医学与工程学完美结合的经典技术，迎来蓬勃发展

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 
主任委员  伍贵富

增强型体外反搏的起源与发展

梦想的缘由
1960年代末我院在华南地区率先建立冠心病重症監护室。

经一年实践总结：急性心肌梗塞死亡率从20.8％下降至10.6％。

经分析，死亡的10.6％主要是大面积的梗塞，心力不足以驱动血

液，药物难以维持其生命。当年尚未有外科搭桥及介入治疗。要

进一步降低心梗的死亡率确是个大难题。经反复研究想到如果能

在发病早期，加强冠状动脉灌注压力，促使建立侧支循环(血流

经侧支小血管绕路进入缺血区)，抢救坏死区外围的缺血心肌，

限制梗死范围的扩大，可能缩小梗死面积。考虑到要提高冠状动

脉灌注圧力及方便早期使用，便想到“无创伤的体外反搏”。根

据这一思路，加上青年时代对理工科的强烈兴趣，让我埋头于研

制合理有效的体外反搏的思维中。

“辅助循环”是利用机械的方法辅助（或代替）心脏泵血

的功能，以维持人体血液循环的装置。第一个成功应用于临床的

辅助循环装置是心脏直视手术的人工心肺机（1955年）。其后

“心室辅助泵”、“主动脉内气囊反搏”、“静-动脉转流”、

“开胸心脏按压器”等陆续兴起。这些设备是利用机械直接驱动

血液，属于创伤性的。1963-65年美国有四家医院先后开展了名

为“体外反搏”的无创性的辅助循环研究：在心脏舒张期加压于

双下肢，驱动血液返流回主动脉，使舒张压增高；在心脏收缩期

对下肢施加负压，让主动脉收缩压下降。然其设计未臻完善，舒

张压升高和收缩压下降均不显著，效果欠佳而告终。从而让我想

到要突破这项目，应先从技术上成熟的“主动脉内气囊反搏”着

手，通过它了解和掌握“反搏动”的作用机制及其设计的关键，

才能有效地开展体外反搏研制。

上述构思仅是从学科发展角度的设想，要付诸实践难度极

大。当时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原有的科研工作都已全部

下马，不少科研人员正在被批斗，同事和朋友都规劝我千万不要

在文革期间做这样尖端而又困难的科研。再者，医院里根本没有

研制这样规模的医疗设备的条件和人力。然而本人经过八年抗

战，亲历生死存亡关头，解放后培养成长的人民医生，抱有强烈

的振兴国家民族的使命感，经反复研究认定可抢救的危重病人，

为降低死亡率，延长人类寿命的妙方，下定决心，不论如何困

难、危险，决不放弃。

为了论证和完善我的设想，拜访了本校生理、病理生理、

药理和解剖学的教师，还出访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学院有关

血流动力学、自动化控制及材料学方面的教授专家，端出自己

的设想，向他们请教。获得不少重要的提点和修正。还向我提

供可以具体参加这项研制的工厂和研究所，大大鼓舞了研究

者。随后我按照所提供线索走访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单位。发现

很多工厂、研究所从文革开始便停了工。工程师、工人无所事

事，闲得发荒。到处贴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革委会

却不敢下令开工。就在这样的局势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

对要求合作研制抢救病人的设备都非常愿意支持。广州重型机

器厂甚至答应无偿地派出工程师、技工到医院参与研制，对所

设计出的图纸可带回工厂加工，只收材料成本费。经过蕴酿最

后参加合作的有机械、电子、化工、治金、塑料成形等共五个

单位。经过一番硺磨，制定出具体方案后，向医院革委会领导

作详细汇报，终于取得他们同意，在校内组织了生理、药理、

心内外科、麻醉科等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组成辅助循环研究

小组，并拨给4000元科研实验费。1972午10月反搏原理及实验

装置的研制出乎人们意外地启动了。

巧妙的辅助循环方法，艰巨的研究历程
“反搏”是指辅助循环设备驱动血液的时间恰好与心脏的搏动

时间相反。所谓主动脉内气囊反搏是通过下肢股动脉插入一根气囊

导管(气囊容积约30毫升)，将气囊放置于贴近心脏的降主动脉内。以

心电图的R波（代表心室兴奋)作为触发讯号，通过电脑计算分析，指

挥气动装置操控气囊的搏动：在心脏进入舒张期（亦是冠状动脉灌注

期）令气囊迅速胀气，使主动脉舒张压急剧上升，藉此增加对心肌

的供血；在心脏进入收缩期，令气囊急剧排空，使主动脉内压迅速下

降，心脏射血的阻力随之降低，心脏负荷及耗氧因而减轻。反搏动就

是这样非常巧妙地既辅助心脏作功，血液循环得以维持，又改善心肌

的供血。缺血、劳累得以恢复的一种辅助循环技术。

前人创造的巧妙设计让后人心悦诚服。要实现这种“反

搏”技术可不是一件轻巧的活。首先，气囊的动作绝对要与心脏

严格配合，如出现错乱，心脏收缩时气囊突然膨胀，跟心脏对着

干，可能加重心力衰竭而致命。而气囊的动作是依据人体非常微

弱(毫伏级)的心电信号进行控制，因此反搏器要求心电信号检出

必需十分稳定可靠，病人说话、咳嗽、手脚活动等都会影响基线

的稳定和保证心电R波准确检测，设计要求比心电监护设备要高

得多。除了通过电脑下功夫，编制稳定基线、排除肌电干扰、智

能化地识别心电R波，能随心率及心律变化调整充、排气时间等

一系列软件外，研制“银-氯化银”心电极(当年没进口。由中山

大学研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最大的困难还是聚氨酯气囊导管的研制。1/10mm厚的气

囊要能承受350mmHg的压力，要耐受1000万次的胀缩疲劳。这

些要求，在70年代闭关自守的中国确是一个大难题(由广东省

化工研究所负责研制、广州巿塑料七厂负责成形)，任务完成

决非轻巧。

郑振声      2015.4  广州

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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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回路转绝处逢生
经一年半的时间初步完成了第一台主动脉内气囊反搏的实

验装置，按医院指示参加1974年全国冠心病会议，出发前革委会

领导指示称：“这项目难度太大，恐非医院所能完成。此行目的

是展示反搏器的研制我院己开其端，这就很不简单了”。这番话

使滿腔热情，花费了一年半日夜辛勤劳动，取得可观成绩的全体

研制人员如陷深渊，带着沉重心情离开广州。

天无绝人之路。会议结束前安排刚参加完欧洲心血管会议

归来的阜外医院郭加强、刘力生两位院长向大会汇报。其中谈及

欧洲会议有一专题介绍主动脉内气囊反搏临床应用的新动态：由

于以往主动脉内气囊反搏问世以来，都是用于抢救垂死病者，结

果只见血流动力学改善而从未有存活记录，让医者望而却步。但

近年将它用于心脏直视手术后的“低排综合征”，获得良效，经

验总结强调早期应用。由此启发了对危重冠心病人主动脉内气

囊反搏的早期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汇报结束后两位院长巡

视会议展品室，发现国内在文革期间竟然能开展这一尖端技术的

研究，成功地研制出一台实验装置，十分高兴。当了解到研究者

开展此项研究的目的是准备研制无创的体外反搏用于心肌梗塞早

期，超前于国外，尤其赞赏。事后向卫生部建议支持这项工作。

从此，在卫生部关切下，广东省及广州市科委均积极支持投资反

搏有关项目。反搏装置的研制从此进入顺境。

从主动脉内气囊反搏的应用与实验获得的重要启示
1975年9月终于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主动脉内气囊反搏装

置。“十•一”前夕试用于临床，抢救一例晚期急性心肌梗塞合

并心力衰竭、休克、昏迷、心律失常，无尿已五天的垂危病人。

按常规用药无好转后进行主动脉内气囊反搏。反搏1小时后,血压

回升至100/60，呼吸变顺,肺啰音显著减少，留置导尿管可见小

便沿沿而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心电图反映缺血的ST-T波从3小

时开始逐步好转，至8小时竟回复至正常水平，提示坏死区外围

缺血区的供血得到充分改善.但稍停反搏ST-T波及血流动力学指

标立即全面恶化，与文献介绍的“依赖反搏”现象一致。说明反

搏治疗开展太晚，心肌坏死面积已经太大,脱离反搏的辅助便全

面崩溃。这首例试用结果提示主动脉内气囊反搏确能全面改善血

流动力学指标，是一种得力的循环辅助手段；又能有效地促进侧

支循环，明显改善坏死区周边的缺血。若早期应用，可能抢救缺

血心肌，限制梗死面积的扩大。研制者原先的设想由此得到了验

证。

其后，用上述设备在6头狗身上进行急性心肌梗塞侧支循

环力学实验。在前降支起始部下方1cm处朝远端方向插入一塑料

管，检测冠状动脉外周压(反映侧支循环的力学指标)，6头狗实

验结果均显示：冠状动脉外周压的增高与舒张压的变化呈正相

关，表明舒张压的增高是反搏促进侧支循环建立的关键。

增强型体外反搏(EECP)问世

明确了反搏效果决定于舒张压提高的程度，对美国当年体

外反搏研制失败的原因就不难明确—加压部位不足，血液驱动缺

乏方向性。据此，郑氏采用气动装置，对四肢作序贯式加压(先

远段后近段，二者相距50毫秒，使四肢血液在舒张期集中驱向躯

干)。反搏时指容积脉搏波显示，舒张波随着气囊加压而增高，

收缩波的振幅亦随之下降；收缩波与舒张波之比(D/S)一般可达

1.2以上，说明基本符合反搏的要求。在30例正常人中试验旡不

良反应。乃命名为《四肢序贯体外反搏》，1976年开始试用于临

床，取得一定疗效。

1980年，郑氏在犬的反搏实验中得到启发。犬的小腿细，

大腿呈锥形，反搏时大腿的反搏囊套向下滑，反搏效果很差。

于是设计一个臀囊与大腿囊连在一起的囊套，臀囊加压于臀肌

又限制大腿囊的下滑，反搏才取得滿意效果。从而得到启发在人

身上增加臀部反搏，结果发现下肢加上臀部反搏可使舒张波明显

地增高。考虑病人四肢捆绑的不适，故增加臀囊后，免除了上肢

反搏。这一改进在5例志愿者动脉插管测定，反搏时舒张压提高

至142～171mmHg，收缩压降低10～18mmHg。动物实验证实，反搏

时冠状动脉、颈动脉和肾动脉的平均血流量分别增加18.24%，

19.38%和9.42%。1980年2月开始试用于临床，命名为增强型体外

反搏装置（EnhancedExternalCounterpulsation，EECP）。由于

当年冠脉搭桥尚未普及，冠脉扩张术还在试验中，心脑血管病药

物治疗效果欠佳。1980年代初EECP在国内兴起，不到3年时间用

户达3000余户。

增强型体外反搏(EECP)治疗机制的另一重大发现
1986年，纽约州立大学Soroff教授(60年代在哈佛大学研制

体外反搏的组织者)专程到中国邀请郑教授赴美合作开发EECP。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正是“经皮腔内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

(PTCA)”盛行的年代。在美国大量病人手术后心绞痛迅速缓解，

但术后3-6个月30-50％陆续发生“PTCA术后再狭窄”。不少病者

因反复再狭窄而被迫接受2至6次的PTCA手术。EECP的及时出现被

发现对PTCA术后再狭窄者疗效甚佳。据美国“国际体外反搏治疗

注册中心”报告，接受EECP治疗的5000余例的统计，83.7％的

病者是经过PTCA或/及放置支架后的复发者，用EECP治疗效果良

好。另一报导用EECP防止PTCA再狭窄，观察了6个月，再狭窄率

降低至7.6％。

纽约州立大学一位核医学教授因冠心病，在两年内曾接受

了5次PTCA和两次搭桥手术，仍然频频发作心绞痛。在无计可施

的情况下，开始EECP治疗。1小时/日，共35次后，症状消失，恢

复正常工作。疗效使病人感到惊奇，要求继续反搏，总共反搏了

128小时，复查同位素锝心肌显像，发现心肌原有多处缺血灶均

已完全消失。病人亲自参加写作该例的病例报告发表于JACC杂

志，引起震动。美国名教授PeterCohn在其著作中强调：“反复

多次PTCA不是治疗的方向。在难治性心绞痛的众多疗法中首选者

应为EECP”。1992年美国心血管年会及JACC杂志发表了EECP治疗

冠心病疗效的文章。随后《新闻周刊》以“绕过外科”为题，图

文并茂地介绍郑振声教授发明的EECP引进了美国，取得良好疗效

的报导。

EECP对PTCA术后再狭窄取得良好疗效，引起郑教授极大兴

趣。此前他认为EECP的治疗机制主要促进侧支循环的建立。但从

治疗PTCA再狭窄的显著效果看来，他相信还有更深层次的机制。

查阅文献后他恍然大悟。原来再狭窄的病理改变主要源于血管内

皮细胞因气囊扩张造成损伤，局部出现血栓形成与炎症，24小时

内出现平滑肌细胞增生，继而向内膜迁移，以致内膜增厚，基质

形成及积聚，最后导致血管重塑形成再狭窄。而另一方面，具有

特殊功能的血管内皮细胞系统在血流切应力提高至适当水平时，

能分泌NO、PGI2和t-PA等血管活性物质。具有强大的舒张血管，

抑制血小板粘附和血栓形成，阻抑平滑肌细胞增生及向内膜的转

移的作用。这些功能恰好抵御及修复再狭窄的病理改变。提高血

流切应力正是EECP特殊具备的功能，因此可以理解它对再狭窄有

良好的治疗效果。

心脑血管病的根源是个谜，揭谜底的创始人获诺贝
尔奖

心脑血管病占人类总死亡率的55%以上，且日趋年轻化，是

当前威胁人类健康、寿命的第一杀手。医学界早就认识心脑血管

疾病的病源是动脉粥样硬化；高脂、高血压、糖尿、肥胖等是动

脉粥样硬化的致病因素，然而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是怎样形成的，

始动环节在哪里，一直是个谜。医学上早就知道人体动脉内壁有

一层内皮细胞，保护着流过的血液在血管内不会凝结，但它的确

切功能却无人知晓。直至1982年Furchgott氏等发现血流加速可

促使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血管舒张因子”，引起生物学及医学

界极大的兴趣，围绕血管内皮细胞的研究如雨后春笋。经多年的

广泛深入研究最终确认动脉粥样硬化致病根源与血管内皮细胞受

损密切相关。在正常状态下血液在动脉中流动，有力(切应力)

地冲刷内皮细胞，使之呈梭形，这些细胞的长轴与血流方向一

致。这是形态正常的内皮细胞，它能分泌“抗粥样斑块形成的物

质”；但在血流缓慢或出现涡流，切应力减弱的部位,内皮细胞

形状不规则，排列紊乱，那是属于受损的内皮细胞，其所分泌的

是“促动脉粥样硬物质”，导致脂质在血管壁上渗入、积聚，最

终形成粥样硬化斑块。研究结论：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环节是血

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及功能障碍；提高血流切应力是防治动脉粥样

硬化及心脑血管病的最根本的环节。

由于在血管内皮细胞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创始人

Furchgott氏等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然而，由于

此前没有一种能在动物身上驱动血液、提高血流切应力的专用

设备，这些实验都是利用实验室设备工具搭建出来的模拟实验

装置进行离体实验，缺乏“在体的”实验论证，亦无法应用于

临床。

能提高血流切应力的EECP早在1980年问世，与1982年发表

于Nature的伟大的血管内皮细胞理论却擦肩而过，令人不胜遗

憾。

EECP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临床论证与作用机制
研究

为了确定EECP具有提高血流切应力的功能,保护及修复血管

内皮细使用的设备。郑教授从1993年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了：

1、在4头狗的颈动脉检测EECP时产生的的血流切应力为37

至50dyn/cm2，比反搏前高2倍以上，正好与生理的高血流切应力

大体相符。

2、在反搏治疗的病人中开展反搏前、后血液中与血管内

皮细胞功能相关的活性物质的检测，包括：PGI2，TXA2，NO，

ET-1，cAMP，cGMP，t-PA，MDA，PAI，ACE，ANG-II等等。结

果：全部检测项目反搏前后对比均呈显著差异：凡是阻抑粥样硬

化病变者均升高，凡是促进粥样硬化病变者均下降。佐证EECP具

有保护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作用，填补了以往长期以来论证血

流切应力对血管内皮细胞的良性作用缺乏“在体实验”的不足。

也为体外反搏应用于临床奠立科学的依据。

3、开展颇大规模，耗资不菲的慢性动物实验：用35头雄性

猪，11头正常饲养作空白对照，其余24头为用高胆固醇膳食饲养

2个月的“高脂血症模型猪”，反搏组12头在1个月内共反搏30小

时，对照组亦12头，没反搏。实验结果：（1）对照组肉眼观察

到主动脉内壁散在胆固醇浸润斑块，电镜下看到其血管内皮细胞

形状不一、排列紊乱表靣有细胞粘附，是典型的动脉粥样硬化病

变；反搏组主动脉斑块很少、且淡薄；电镜下内皮细胞形态、排

列均正常；冠状动脉内膜：对照组有明显增生，内皮细胞NO合成

酶的蛋白表达增进，而反搏组均正常。上述表现说明反搏能显著

地减轻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对主动脉内壁的粥样硬化斑块的形

成和发展甚至使之消退的作用。

组织化学、细胞分子生物学、基因芯片及蛋白组份等先进

技术对EECP作用于血管内皮系统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体外

反搏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提高血流切应力，激活

血管内皮细胞的“NO合成/NO通道”，抑制平滑肌细胞增生与转

移，减轻增生细胞的核抗与发展。全文发表于美国Circulation

杂志，引用者甚众。

研制高效能反搏装置为延长人类寿命服务
当年EECP的设计主要以促进侧支循环为目的，着重于提高

血流灌注压力。从控制心脑血管病始动环节，保护修复血管内皮

细胞出发，当以提高血流切应力为设计目标。影响血流切应力的

诸因素中主要是血流量，每一个个体的体形、脂肪厚度、肌肉厚

薄及坚韧度差异很大，要把人体下半身血液充分驱返躯干，反搏

所需条件有颇大的差异。因此，新一代智能化体外反搏装置对每

一个接受反搏者，需先通过一定检测程序，制定最佳反搏参数方

案。然后开始治疗，以求达到最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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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体外反

搏事业的发展，激励更多医务工作

者加入到体外反搏事业中来，2015

年7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振

声教授捐资人民币伍拾万元成立了

“中国体外反搏发展基金”，用于

体外反搏技术研发、临床应用及推

广。郑教授是增强型体外反搏基础

理论、仪器研制及临床应用的创始

人，被誉为“中国体外反搏”之

父。他多年的实验研究及临床实践不仅为体外反搏在中国乃至世

界的应用打下了理论基础，而且还培养了一批临床及生物医学工

程学的专家。“中国体外反搏发展基金”的设立是郑振声教授为

我国体外反搏事业做出的又一次贡献、也是老前辈对体外反搏从

业者的殷切激励和鞭策。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制

定了相应的基金管理办法，严格规定了基金的使用细则，确保基

金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体外反搏事业的发展中。我们也一定不会辜

负郑振声教授的期望，学会将用热情、专业和执着同广大的体外

反搏实践者一同寻求中国体外反搏事业的更大发展。

同时我们也呼吁学习郑振声教授的奉献精神，动员社会各

界有识之士热情捐赠，共同为中国体外反搏事业的更大发展、为

健康中国、为健康事业作贡献。

专家论坛

郑振声中国体外反搏发展基金介绍

2015年10月30日（长城会期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体外反搏分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了第一届第二次常委会。

会议由高炜副主任委员主持，到会常委19名，列席10人，总参会

人数29人。

在两次常委会上，与会委员分别就2015年的体外反搏学会

活动进行了回顾，并对2016年学会的工作展开了积极的、具有建

设性的讨论。

胡大一教授到场发言 第二届常委会（北京）合影第二次常委会现场

第一次常委会现场

体外反搏分会第一届第一次、第二次常委会介绍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为

了全面开展各项工作，于2015年7月18日(福田

心血管论坛期间)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了第一

届第一次常委会。会议由董吁钢副主任委员主

持，到会常委20名。列席10人，总参会人数30

人。

研究背景：

体外反搏治疗（ExternalCounterpulsation,ECP）是一种

无创性气动装置，对慢性心绞痛有确切疗效。ECP治疗时的生理

学效应尚未得到直接研究。本研究通过心导管术测量ECP治疗时

冠脉内及左室的血流动力学参数。

研究方法与结果：

本研究入选了10例经桡动脉行诊断性冠脉造影及左室导管

术患者。在ECP治疗前和治疗中，分别通过冠脉导管测定中心

动脉压力、通过头端带传感器的高保真度压力导丝（sonsor-

tippedhigh-fidelitypressureguidewire）测量冠脉内压力、通

过多普勒血流导丝（Dopplerflowguidewire）测定冠脉内血流。

结果发现，ECP治疗时冠脉内的压力变化与动脉血压类似，舒张

压显著增高（基线时71+/-10mmHg，治疗时137+/-21mmHg；增幅

93%；P<0.0001），平均压显著增高（基线时88+/-9，治疗时

102+/-16mmHg；增幅16%；P=0.006），而收缩压则下降（基线时

116+/-20，治疗时99+/-26mmHg；降幅15%；P=0.002）。同时，

ECP治疗时冠脉内平均流速峰值从基线的11+/-5cm/s升高至23+/-

5cm/s（P=0.002）。反映冠脉血流的定量指标TIMI帧数与基线相

比也有28%的升高（P=0.001）。

结论：

ECP确切且显著地增加主动脉及冠脉内舒张压及平均压，并降低

两者的收缩压。通过多普勒血流导丝及造影技术测定的冠脉内血

流在ECP治疗时有所增加。上述收缩期减负及冠脉内灌注压增高

的血流动力学效应为ECP作为辅助循环装置提供有效证据。

体外反搏血流动力学效应研究

作者：AndrewD.Michaels,MichelAccad,ThomasA.Ports,WilliamGrossman

Circulation2002;106;1237-1242.

专家论坛

联  系  人：方典秋老师
联系电话：1360268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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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图1.中心动脉压及冠脉

压力监测。A图：ECP治疗开始时，

随着反搏囊套充盈压的逐渐升高，

舒张压峰值（虚线箭头）及平均压

逐渐升高，而舒张压峰值则逐渐降

低（实线箭头），即收缩期减负效

应。

B图：另一例患者，ECP治疗

时囊套压力300mmHg时的舒张期增

压效应。冠脉内压力较中心动脉

压低5mmHg，考虑与患者存在弥漫

的冠脉粥样硬化有关。走纸速度

25mm/sec。

原文图2.动脉压力测定显示ECP的收缩期减负效应。以1:2比例进行反搏（即每两个心动周期进行一次囊

套充气加压），有辅助的收缩压（短实线，即舒张期增压后的收缩压）较无辅助的收缩压（长实线）更低。停

止反搏后，收缩压逐渐回升至无辅助的收缩压水平。上图中ECG的干扰与反搏治疗中的胸廓运动有关。走纸速

度25mm/sec。

原文图5.右冠多普勒血流导丝进行流速测定。A为基线时，B为1:1比例反搏时，C为1:2比例反搏时。虚线显示为舒张期增压效应。

原文图3.ECP治疗前后冠脉内舒张压变

化。以均数加减标准差显示。

原文图4.不同压力的ECP治疗下冠脉内压力变化。随着囊套充气

压力的逐渐增加，冠脉内舒张压（虚线）及平均压相应升高，而收缩

压（实线）相应降低。走纸速度25mm/sec。

图6.ECP治疗前后舒张期冠脉内峰值流速变化（n=8）。以均

数加减标准差显示。

专家论坛 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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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D.Michaels博士

以荣誉毕业生的身份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与科学系，曾任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犹他大学医学院心导管室主任，国际体外反搏病人注册研究（IEPR）医学部主

任，内科学终身副教授。现任加利福尼亚州尤里卡市圣约瑟医院心内科及心导管室主任。

【人物简介】

研究速递

研究背景：美国大约有170万患者罹患难治性心绞痛，随着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这一数据有可能继续攀升。而增强型

体外反搏（EnhancedExternalCounterpulsation,EECP）对难治

性心绞痛有确切的疗效。

研究假设：EECP能改善难治性心绞痛患者住院成本效益。

研究方法：采集国际体外反搏患者注册研究（Internation

alEECPPatientRegistry,IEPR）第二期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内

容包括接受EECP治疗前6个月和治疗后6至12个月间的加拿大心血

管协会（CanadianCardiovascularSociety）心绞痛症状分级、

杜克活动状态指数（DukeActivityStatusIndex）以及住院次

数。通过EECP治疗前后六个月的住院率，与减去EECP治疗平均费

用后估算的住院费用的乘积，比较接受EECP治疗前后年住院费用

的差别。

研究结果：共采集到1015例患者的数据。在接受35小时的

EECP治疗前6个月，55.2%的患者住院，平均每例患者住院次数为

1.7±1.4，而在治疗后6至12个月间，24.4%的患者住院，平均每

例患者住院次数为1.4±1.0。在美国，平均住院费用为$17995，

而EECP治疗平均费用为$4880，换算后每年节省平均住院费用

$17074。

研究结论：难治性心绞痛患者接受EECP治疗后，在1年随访

内，心绞痛症状分级改善，且医疗费用显著减少。

英文摘要原文：

BACKGROUND: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EECP)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angina, a condition suffered by 1.7 million Americans. 

Declining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and appropriate use 

criteria may further increase this number.

HYPOTHESIS: EECP is hypothesized to be cost-

effective in reducing hospitalizations in refractory 

angina patients.

METHODS: The data used in this analysis were 

collected in phase II of the International EECP Patient 

Registry (IEPR-II). Data were collected on changes in 

Canadian Cardiovascular Society functional class, Duke 

Activity Status Index, and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in the 6 months prior to EECP and in the 6- and 12-month 

intervals following EECP. Estimates of the changes in 

annual cost of all-cause hospital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EECP therapy were calculated by the product of 

the differences in hospitalization rates in the 6-month 

interval before and after EECP treatment and estimated 

hospitalization and physician charges after subtracting 

the average cost of EECP.

RESULTS: Data for 1015 patients were analyzed. 

Hospitalization occurred in 55.2% of patients, an average 

of 1.7 ± 1.4 hospitalizations/patient, in the 6-month 

period before 35 hours of EECP; and in 24.4%, an average 

of 1.4 ± 1.0 hospitalizations/patient, during the 6- to 

12-month period after EECP.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and physician charge in the US was $17 995, and the 

average EECP cost was $4880, yielding an annual cost 

savings/patient of $17 074.

CONCLUSIONS: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angina 

patients with EECP resulted in improvement in angina and 

functional class accompanied by a sustained reduction in 

health care costs over 1 year of follow-up.

摘编：杨达雅  冷秀玉

增强型体外反搏治疗改善难治性心绞痛的住院成本效益

体外反搏治疗结合心脏康复对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血浆一氧化氮、内皮素-1及高敏CRP水平的影
响：一项临床预试验

原文标题：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Is Cost-Effective in Reducing Hospital Costs in Refractory 
Angina Patients.
作者： Lawson WE, Hui JC, Kennard ED, Linnemeier G; IEPR-II Investigators.Clin Cardiol. 2015 Jun;38(6):344-
349. doi: 10.1002/clc.22395. Epub 2015 May 11.

原文标题：Effect of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an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Quality of Life, Plasma Nitric 
Oxide, Endothelin 1 and High Sensitive CRP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 Pilot Study.
作者：Shakouri SK, Razavi Z, Eslamian F, Sadeghi-Bazargani H, Ghaffari S, Babaei-Ghazani A.
Ann Rehabil Med. 2015 Apr;39(2):191-8. doi: 10.5535/arm.2015.39.2.191. Epub 2015 Apr 24.

【摘要】

增强型体外反搏（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简称EECP）是一项FDA获批的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的无创治

疗方式。 以往，EECP的疗效被认为局限于心脏，新近研究表明

其对外周血管亦有治疗效益。本研究探讨EECP的急性血流变化对

血管功能化对血管功能的影响。把18例健康成人（25±4岁）随

机分为治疗组（EECP组）和假反搏组（Sham组），观察EECP治疗

45分钟后，内皮介导的动脉研究目的：研究体外反搏（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EECP）治疗对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患者血浆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内皮素-1（Endothelin-1）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水

平，以及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的影响。

专家论坛

为促进体外反搏技术合作及交流，推进体外反搏培训基地

工作，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秘书处于2015年对部

分体外反搏中心及相关会员单位进行了走访及考察，其中包括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及其附属国家康复医院、上

海儿童医院体外反博中心、青岛心血管病医院体外反搏中心以

及郑州大学附二院体外反搏中心。受访单位事先进行了详尽的准

备，给学会工作以大力的支持。学会人员全面了解了各受访单位

的背景、体外反搏开展历史、人员构成、目前工作开展情况及学

术影响力。双方就体外反搏在各领域的应用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

交流。

走访中各中心对体外反搏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益求精的

热情也时刻激励着学会工作人员，我们会努力使学会这个交流平

台在2016年取得更大发展，服务于更多的体外反搏人！欢迎有资

质的、并有意成为体外反搏培训基地的单位与分会秘书处联系。

电话：18819820899

邮箱：twfbxh@126.com

   分会秘书处开展培训基地考察工作， 
到会员单位走访，共商发展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秘书处人员走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康复医院 走访上海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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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本研究为随机对照临床预试验，共42例CAD患

者随机分成EECP治疗组（组A）及心脏康复组（组B），每组各

21例患者，对比接受EECP治疗20小时前后两组患者的NO, ET-1, 

HSCRP和QoL。

研 究 结 果 ：共42例患者（33例男性，9例女性）纳入

研究。平均年龄为52.8±10岁。EECP治疗组HSCRP水平从治

疗前的1.52±0.7降至治疗后1.27±0.4，但HSCRP在EECP组

及CR组的下降均未达到统计学差异（两组P值分别为0.33和

0.27）。治疗后NO、ET-1和QoL在EECP组合CR组均无显著改善

（P>0.05）。

研究结论：EECP短期治疗可改善HSCRP、NO、ET-1和QoL水

平，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临床问题需要日后样本量更大、疗

程更长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EECP) on plasma nitric oxide 

(NO), Endothelin 1 (ET1), high 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and quality of life (QoL)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

METHODS: We conducted a pilot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in order to evaluate plasma NO, ET1, HSCRP and QoL 

before and after twenty sessions of EECP (group A) an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R, group B) in 42 patients with 

CAD (21 in each group).

RESULTS: Forty-two patients (33 male and 9 female)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mean age was 58.2±10 

years. The mean HSCRP was 1.52±0.7 in the EECP group 

and it was reduced to 1.27±0.4 after intervention. The 

reduction in HSCRP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EECP and CR groups with p=0.33 and p=0.27,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NO, ET1, and QoL 

in the EECP and CR groups shortly after therapy (p>0.05).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short-term EECP treatment 

in CAD patients improved HSCRP, NO, ET1, and QoL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those improvement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urther studies are necessary 

with large study groups and more sessions.

研究速递研究速递

冠心病患者心脏康复结合体外反搏治疗

本课题组已研究冠心病患者在接受二氧化碳气浴

（GaseousCarbonDioxideBath）和红外线激光治疗

（InfraredLaserTherapy）的基础上给予增强型体外反搏治疗对

各种临床和功能指标的影响。本研究入选了40例患者，其中20例

为慢性稳定性冠心病，有II-III级症状活动后心绞痛；另外20例

为已接受血运重建术的冠心病（包括5例为冠脉搭桥术后6月，15

例为冠脉介入术后3月）。研究发现，EECP治疗联合二氧化碳气

浴和红外线激光治疗有抗缺血、抗心绞痛效应，可增加心肌收缩

力，使心脏做功最佳化，改善运动耐量和冠脉储备。上述疗效为

患者带来心理及生存质量的改善。

Abstract

We have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EECP) applied in the combination with 

gaseous carbon dioxide baths and infrared laser therapy 

on the dynamics of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in the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including those after surgical myocardial 

revascularization.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40 

patients of whom 20 suffered from chronic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FC II-III angina of effort and the remaining 

20 ones presented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following 

myocardial revascularization (including 5 patients six 

months after coronary bypass grafting (CBG) and 15 ones 

three months after translumbar angioplasty (TLAP) in the 

combination with stenting of the coronary arteries).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EECP in the combination 

with gaseous carbon dioxide baths and infrared laser 

therapy produced anti-ischemic and antianginal effects, 

stimulated myocardial contractility, contributed 

to economization of the cardiac activity, increased 

exercise tolerance, myocardial and coronary reserves. 

These changes resul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both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摘编：杨达雅  冷秀玉

原文标题：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作者：Kniazeva TA, Nikitin MV, Otto MP, Trukhacheva NV, Cherkashina IV.
Vopr Kurortol Fizioter Lech Fiz Kult. 2014 Nov-Dec;(6):13-5. 

摘编：杨达雅  冷秀玉

体外反搏治疗可降低左室功能障碍患者中心血压和心肌氧耗相关指数

原文标题：Effect of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EECP) on Exercise Time Duration and Functional Capacity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ngina Pectoris.
作者：Bozorgi A, Mehrabi Nasab E, Sardari A, Nejatian M, Nasirpour S, Sadeghi S.
J Tehran Heart Cent. 2014 Jan 12;9(1):33-7.

增强型体外反搏对左室功能障碍患者可减少心绞痛发作及

改善生活质量。然而，在EECP在左室功能障碍患者中的疗效机制

仍未阐明。本研究探讨EECP治疗对左室功能障碍患者中心血流动

力学参数、主动脉压力波形、左室符合及心肌氧耗等指标的影

响。左室射血分数（LVEF）在30-40%的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入选研

究后，随机分配至EECP组（LVEF = 35.1±4.6%；n=10）和假反

搏组（LVEF = 34.3±4.2%；n=7）。在35小时EECP治疗（或假反

搏）前后，通过平面压力波测量法（applantation tonometry）

测定主动脉压力和左室功能波形。EECP治疗后左室能量损耗

（wasted energy）和心肌氧耗的相关指数分别下降25%和19%，

而冠脉灌注压力和心内膜下灌注的相关指数则分别上升9%和

30%。本研究数据提示对于心衰患者，EECP有助于改善症状分

级，其相应疗效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中心压力、主动脉脉压差、

左室能量损耗和心肌氧耗等，即EECP可能是通过改善左室-血管

相互作用发挥作用。

Abstract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EECP) therapy 

decreases angina episodes and improves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left ventricular (LV) dysfunction.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lative to the 

benefits of EECP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V dysfunction 

have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ECP on indices of 

central haemodynamics, aortic pressure wave r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stimates of LV load and myocardial 

oxygen demand in patients with LV dysfuncti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table angina and LV ejection fraction < 

40% but > 30%, were randomized to either an EECP group (LV 

ejection fraction = 35.1 ± 4.6%; n = 10) or sham-EECP 

group (LV ejection fraction = 34.3 ± 4.2%; n = 7). Pulse 

wave analysis of the central aortic pressure waveform 

and LV function were evaluated by applanation tonometry 

before and after 35 1-h sessions of EECP or sham-EECP.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therapy was effective 

in reducing indices of LV wasted energy and myocardial 

oxygen demand by 25% and 19%,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indices of coronary perfusion pressure and subendocardial 

perfusion were increased by 9% and 30%, respectively, 

after EECP. Our data indicate that EECP may be useful as 

adjuvant therapy for improving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in heart failure patients through reductions in central 

blood pressure, aortic pulse pressure, wasted LV energy, 

and myocardial oxygen demand, which also suggests 

improvements in ventricular-vascular interactions.

摘编：杨达雅  冷秀玉

增强型体外反搏治疗后1年随访时对心绞痛、生存质量和运动耐量的影响

原文标题：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 effect on angina pectoris, QoL and exercise capacity after 1 year.
作者：May O, Lynggaard V, Mortensen JC, Malczynski J.
Scand Cardiovasc J. 2015 Feb;49(1):1-6. doi: 10.3109/14017431.2014.994028. Epub 2015 Jan 22.

研究背景：增强型体外反搏适用于难治性心绞痛患者。

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讨EECP对心绞痛、生存质量和运动耐

量的影响。为了避免均属回归趋势（Regression towards the 

mean）的影响，本研究增加了空白对照期。

研究方法：在EECP治疗前2个月、治疗前即刻、治疗后即

刻、治疗后3个月和12个月分别对患者采集数据。EECP的疗程为

为每天1个小时、每周5天、连续7天。采用三对下肢囊套，在心

脏舒张期序贯充气至260mmHg。

研究结果：本研究共入选50例患者（男性占72%；平均年

龄：65.2岁）。EECP治疗后，心绞痛症状的发作频率（次/天）

从2.7降至0.9（P<0.005）。CCS心绞痛症状分级改善至少1级

的患者在治疗后即刻为82%，3个月后为79%，12个月后为76%

（P<0.0002）。通用（SF-36）或疾病特异（西雅图心绞痛问

卷）的生存质量问卷结果在治疗后即刻、3个月和12个月后均较

治疗前高。运动耐量和运动诱发心绞痛症状在治疗后即刻、3个

月和12个月均显著改善（P<0.02）。而空白对照期未发现差异。

研究结论：EECP改善冠心病患者通用和疾病特异的生存质量、

心绞痛症状的严重程度、以及运动耐量，其疗效持续至少12个月。

BACKGROUND: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EECP) is a noninvasive technique used for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ngina pectoris. There are controversial data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ECP in improving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stable angina.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EECP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ngina 

pectoris.

METHODS: Twenty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国际体外反搏与康复通讯
Newsletters of International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国际体外反搏与康复通讯
Newsletters of International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 14 ·  · 15·2016年3月28日  第二卷  第一期 2016年3月28日  第二卷  第一期

研究速递

angina pectoris were treated with EECP, and their 

symptoms, echocardiographic measures, treadmill exercise 

test parameters, and Canadian Cardiovascular Society 

Class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EECP.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months post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egarding total exercise tim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value < 0.001). The pati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angina classes III and IV immediately after 

EECP (p value < 0.001); for most of the patients, these 

beneficial effects were sustained for 6 months (p value 

= 0.01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echocardiographic parameters.

CONCLUSION: EECP decreased symptoms and increased 

total exercise time in our study population. These 

beneficial effects were sustained for 6 months.

摘编：杨达雅  冷秀玉

体外反搏治疗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原文标题：Effect of enhanced extracorporeal counterpulsation in patients with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aemic optic 
neuropathy.
作者：Zhu W, Liao R, Chen Y, Liu L, Zhang Y.
Graefes Arch Clin Exp Ophthalmol. 2015 Jan;253(1):127-33. doi: 10.1007/s00417-014-2823-z. Epub 2014 Oct 10.

研究目的：探讨增强型体外反搏对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

性视神经病变（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NAION）的疗效。

研究方法：EECP是一项无创、机械的辅助循环治疗措施。

16例单侧NAION患者接受EECP治疗（每天1小时，共12小时）后，

通过彩色多普勒显像（Color Doppler Imaging, CDI）测量眼动

脉（Ophthalmic Artery）和视网膜中央动脉（Central Retinal 

Artery）的平均血流速度（Mean flow velocity, MFV）、收缩

期峰值流速（Peak-Systolic Velocity, PSV）、舒张期末流速

（End-Diastolic Velocity）等指标。通过Goldmann法测量眼内

压（Intraocular Pressure, IOP）。在接受第一次及最后一次

EECP治疗前和治疗后即刻，对患者双眼进行上述指标的检测，并

与基线水平作对比。对NAION患侧眼与健侧眼的相关数据亦作比

较。治疗前后同时评估患者的视力（Visual Acuity, VA）和视

野（Visual Field, VF）。

研究结果：EECP治疗后，双眼的OA和CRA的血流速度逐渐提

升，而IOP逐渐下降（P<0.05）。第一次EECP治疗后，NAION患侧

眼OA的EDV和MFV分別增加16±5.3%和13.9±9.5%，CRA的PSV、

EDV和MFV分别增加17.1±2.5%、21.2±9.3%和16.5±3.3%。

在最后EECP一次治疗后，NAION患侧眼OA的EDV和MFV分別增

加16.8±6.7%和14.1±5.1%，CRA的PSV、EDV和MFV分别增加

17.7±12.3%、23.1±6.3%和21.1±8.4%。较健侧眼，上述指标

的改善在NAION患侧眼更为显著（P<0.05）。第一次EECP治疗后

VA改善，VF平均偏差减少（P值分别为0.0003和0.049），且VA的

改善与血流参数改善呈正相关。

研究结论：EECP用于NAION的临床治疗安全有效。

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i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Enhanced Extracorporeal Counterpulsation (EECP) in 

patients with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aemic optic 

neuropathy (NAION).

METHODS: EECP is a noninvasive, mechanical, and 

circulatory support therapy. Sixteen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NAION were treated with EECP (twelve 1-h 

daily treatment sessions for each patient). Color 

Doppler imaging (CDI) was applied to measure the mean 

flow velocity (MFV), peak-systolic velocity (PSV), end-

diastolic velocity (EDV) of the ophthalmic artery (OA) 

and central retinal artery (CRA). Intraocular pressure 

(IOP) was measured by Goldmann applanation tonometry. 

Measurement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and the last sessions of EECP in both eyes, 

and they were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measurement 

before EECP. The measurements were also compared between 

the NAION eyes and the normal fellow eyes. Visual acuity 

(VA) and visual field (VF) were assessed before EECP and 

after the last EECP.

RESULTS: EECP progressively increased blood flow 

velocities of the OA and CRA and progressively decreased 

IOP in both eyes (P < 0.05). After the first session 

of EECP, there was a 16 ± 5.3% increase in EDV and a 

13.9 ± 9.5% increase in MFV of the OA, and a 17.1 ± 2.5% 

increase in PSV, a 21.2 ± 9.3% increase, in EDV and a 

16.5 ± 3.3% increase in MFV of the CRA in NAION eyes. 

After the last EECP treatment, there was a 16.8 ± 6.7% 

increase in EDV and a 14.0 ± 5.1% increase in MFV of the 

OA, and a 17.7 ± 12.3 % increase in PSV, a 23.1 ± 6.3% 

increase in DSV, and a 21.1 ± 8.4% increase in MFV of 

the CRA in NAION eyes (P < 0.05). The change of the PSV, 

EDV, and MFV in the CRA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 NAION 

eyes than that of their fellow eyes (P < 0.05). VA was 

improved and VF mean deviation was decreased in NAION 

eyes after the last EECP treatment (P = 0.003 and0.049, 

respectively), and VA improvement wa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he blood flow parameter.

CONCLUSIONS: EECP could be a clinically effective 

and safe treatment for NAION.

摘编：杨达雅  冷秀玉

经验分享

患者孙某，男，51岁，2014年3月诊断CAD，CTA示：RCA狭

窄>90%，LAD近段70-80%狭窄，LCX40-50%狭窄。运动平板示：

HR110次/分，Ⅱ、Ⅲ、aVF、V4-V6ST段压低。患者药物治疗，未

行介入治疗。之后患者胸闷症状反复发作，于2014-12-5至2015-

1-16在我科行体外反搏治疗，共28次。患者于反搏前（即2014-

12-5）行第一次“牛眼图”检查，做反搏第15次时（即2014-12-

29）又进行了第二次“牛眼图”的对比，缺血症状改善明显，患

者自诉胸闷症状消失。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科周文娟
2015-10-20

萧先生，57岁，居住地：台湾，6年前在台湾当地医院诊断

为冠心病三支病变。当时CAG示：左前降支近段95%狭窄，左回旋

支85%狭窄，右冠90%狭窄。患者拒绝介入治疗和冠脉搭桥治疗，

随后即予药物加每年两个疗程（36次/疗程）的体外反搏治疗。

因患者经商，经常来深圳，在2014-12-5患者主动找到我院行要

求行体外反搏治疗，当时患者无主诉不适，自诉要求体外反搏治

疗的原因只为预防和保健。在我科反搏治疗由2014-12-5开始，

至2014-12-22结束，共17天，每天体外反搏治疗2次，每次45分

钟，共行体外反搏治疗34次。反搏前后予行“牛眼图”的对比，

效果明显。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科周文娟
2015-10-20

冠脉三支病变患者体外反搏后
“牛眼图”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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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分享 经验分享

牛眼图

近十年，心血管的磁共振（MRI）已成为心脏结构

和功能评价的“金标准”。在冠心病、心肌梗死的诊断与

随访中的作用不断升高，牛眼图是MRI的一种检测。

[定义]

牛眼图（Bull'seyeplot）又称靶心图，是一种心肌断层图

像的定量分析方法。凡能进行心肌断层图像检测的心肌核素扫

描、CT、超声图及心脏MRI均能经技术处理后做出靶心图。

靶心图是左心室心肌短轴断层图像的重建，实际是不间断

心肌短轴的圆周剖面图像，然后从心尖至基底部不同断面的圆周

剖面图像以同心圆的方式重新排列，结果整个左室心肌形成放射

性分布的图像，即为靶心图法。

[技术与方法]

（1）4区分区法：首先将类似圆锥形的左心室沿长轴方向

从心尖到心底分成4个区：心尖、远段、近段、基底部，4个区的

直径依次越来越大（图A），形成牛眼图中的4个圆周。

（2）分成17段：心尖部不分段只为（17），再将圆周长

的基底部和近段分成6段分别为前壁（1、7）、前室间隔（2、

8）、下室间隔（3、9）、前侧壁（6、12）、下侧壁（5、

11）、下壁（4、10）、远段圆周小分成4段前壁（13）、室间隔

（14）、下壁（15）、侧壁（16），这是国际通用的左室心肌17

节段分析法。

（3）心肌分部：左室心肌的远段分为前壁（13）、下壁

（15）、室间隔（14）、右为侧壁（16）4部分，而基底部和近

段在上述4部分基础上，间隔壁再分成近前壁（8、2）和近下壁

（9、3），侧壁分成前侧壁（6、12）和下侧壁（11、5），形成

6部分（图B）。

（4）冠脉供血：左室17个心肌段将分别由3支冠脉供血，

因此，根据心肌检查结果则可诊断冠脉受累情况（图C）。

[应用与评价]

（1）牛眼图法是将左室分成17个节段进行心肌及冠脉受累

的分析，比心电图按3大区域分析更为详尽，同时对不同面、不

同层、不同节段的左室心肌受累能一目了然，是影像学的直观

图。

（2）MRI技术更具优势：MRI断层成像更方便，视野大，室

间分辨率高，无死角，不受声窗影响，同时无辐射，软组织分辨

率强，优于其他方法。

（3）其对梗死心肌和瘢痕组织有高度的组织特异性，几乎

达到“组织学检查”般准确，与病理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4）能区分心内膜下及透壁性心梗等不同程度的病变。因

此，MRI能全面评价心脏形态、功能、心肌灌注、心肌活性，形

成对冠心病患者的一站式检查。

图1 牛眼图示意图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六医院)

郭女士，58岁，2型糖尿病史27年，高血压病史20年，10年

前开始出现活动性心前区及颈部紧缩感，以后发作逐渐频繁。一

年前冠脉造影示三支弥漫性病变，于2014-4-21行冠脉搭桥术，

术后规律服药，病情相对稳定。

于2014-9症状再发，2015-5行冠脉CT示桥血管闭塞，2015-

6-1入住我院治疗。入院诊断：1.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冠脉搭桥

术后心功能Ⅲ级；2.2型糖尿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糖尿病周

围血管病；3.高血压病：4.腰椎间盘突出；5.右侧肾上腺腺瘤。

入院后评估患者心功能：（1）6分钟步行实验，患者平地

行走20米即有心前区及咽部紧缩感发作且右下肢后侧放射性疼

痛；（2）运动心肺功能测定，患者代谢当量为3.0mets时，心率

110次/分，运动负荷量为52w时，诉咽部及心前区紧缩感。

据此制定了运动处方。专业营养师又为其制定了营养处

方。尼古丁依赖评估为4分，轻度依赖；双心自我评估得分5分，

轻度抑郁；西雅图心绞痛量表五个大项的标准积分分别为：

（1）20，（2）0，（3）0，（4）35.3，（5）16.7。

在规范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运动疗法+体外反搏+营

养疗法+心理疗法+戒烟疗法。运动疗法在遥测心电监护下进行，

严格按照运动处方制定的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运动频率指导

患者的运动，以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体外反搏每日二

次，每次40分钟，共完成36次一个疗程。患者出院前2日，偶感

头晕，四肢无力，测血压为85/50mmhg，及时将降压药减量后，

血压平稳。分析原因可能为心脏康复和体外反搏改善了患者血管

的弹性，使血压渐趋正常，如果这时不及时调整降压药的用量，

患者就会出现低血压的表现。出院时西雅图心绞痛量表五个大项

的标准积分分别为（1）64.4，（2)100，（3）60，（4）88.2，

（5）33.3，比入院时明显提高。

患者6分钟步行实验为410m，期间无心绞痛发作，平地行走

3000m，无不适。患者说：“心脏康复不仅使我的心脏获益，连我

的腰椎间盘突出也治好了，平时稍微活动右下肢后侧就有麻、痛的

感觉，需要休息片刻才能好一点，早想做手术，因为我的心脏没有

医生敢给我做，现在我的腿痛没有了，双脚也感觉暖和多了，走路

轻松了，如果搭桥后就来做心脏康复估计我的桥血管就不会堵了，

可惜对心脏康复我知道的太晚了，我以后肯定会再来！”。

患者男，55岁，头昏伴右下肢麻木半月余。于2015年06月

01号平诊步行入住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干部保健特

诊科室。

患者5年前体检时发现血压高，最高达180/100mmHg，无恶

心呕吐，无一过性黑朦，行走正常，无耳鸣，此后间断服用硝苯

地平缓释片降压治疗，血压维持在130/80mmHg。

半月前患者无明显诱因感头晕，测血压160/100mmHg，服用

药物后血压控制不理想，且右下肢麻木，感觉迟钝，皮肤易破

溃，患2型糖尿病及冠心病5年余，现服格列美脲及二甲双胍控制

血糖空腹血糖偏高，多在7.5mmoI/L，患者心电图提示T波低平或

倒置，ST段下移。

入院时患者右下肢皮肤破溃，请门诊换药室会诊，并结合

糖耐量结果，考虑为糖尿病足，处理方式:生理盐水冲洗伤口，

保持局部伤口清洁干燥，体外反搏一日一次。

2015年06月05开始体外反搏，患者双足皮肤为青紫色，有

三处破溃，心率58次/分，SpO2:98％，起始治疗压力:0.025，治

疗时间30分钟，患者未诉不适

2015年06月10号，治疗压力:0.040，治疗时间50分钟，患

者双足颜色正常，皮肤不痒，夜间睡眠好（入睡快，鼾声小）。

该患者坚持了14次治疗，目前感觉良好。

下图为治疗前后对比图：

体外反搏在冠脉搭桥术后心脏康复中的应用

糖尿病患者体外反搏治疗效果展示

 供稿：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医院东区心内科 邵丽莉

 供稿：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干部保健科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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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体外反搏对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方

法：研究对象：选择60例内皮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临床随机分

组，分为单纯用药组（盐酸曲美他嗪＋原发疾病用药）及联合

治疗组（体外反搏＋盐酸曲美他嗪＋原发疾病用药）。检测方

法：采用UNEX EF血管内皮功能检测仪,测定右侧上臂肱动脉袖

带加压前后的血管内径变化，计算相对于基线血管内径的扩张

率（FMD）。诊断标准：FMD≥6%为正常，4%≤FMD＜6%为轻度障

碍，2%≤FMD＜4%为中度障碍，FMD＜2%为重度障碍。

疗效判定：逆转——FMD恢复正常；显效——较前提高2%；

有效——较前有所提高；无效——无改善。结果：一疗程（40

次）治疗后两组患者均有疗效，联合治疗组中，6例患者因个人

工作关系未完成疗程治疗出组，余33例患者逆转率81.82%，显效

率3.03%，有效率15.15%；单纯用药组的21例中，无逆转患者，

显效率为52.38%，有效率为38.1%，无效率为9.52%。

结论：联合治疗组对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逆转

率＋显效率）明显优于单纯用药组（P＜0.01），即体外反搏治

疗内皮功能障碍具有明显疗效。

【Abstract】

Purpos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ECP in 

the treatment of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Method: We selected 60 patients in all, they were 

divided into medicine-only group (trimetazidine + 

drugs for primary disease) and combining therapy group 

(EECP+ trimetazidine + drugs for primary disease).

Detection method: UNEX EF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detector is used in this research. Detect the changes of 

vessel diameter between compressing and decompressing 

the cuff around the right upper arm to calculate the 

flow mediated dilation (FMD). Standard of diagonosis: 

Normal: FMD≥6%, mild dysfunction: 4%≤FMD<6%; 

moderate dysfunction: 2%≤FMD<4%; severe dysfunction: 

FMD<2%. Effect evaluation: Reversion—FMD gets normal; 

significant effect—FMD is 2% higher; effective—FMD 

gets better. Result: After one course of treatment, 

the rate of reversion in the combining therapy group 

and the medicine-only group is 81.82% to 0%; the rate 

of significant effect is 3.03% to 52.38%; the rate of 

effective is 15.15% to 38.1%. In the medicine-only group, 

the rate of ineffective is 6.7%. (P＜0.01).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in combining therapy group is proven 

to be highly effective in reversing and improving 

vascular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than in medicine-only 

group. In other words, EECP have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reating vascular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Keywords: flow mediated dilation(FMD);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 (EECP);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trimetazidine(TMZ)

前言：

内皮细胞的完整性对于心血管系统正常稳态的维持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已被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始

动因素[1-2]，是高血压、糖尿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靶器官。检

测血管内皮功能，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治疗的临床意义重大是

专业领域的共识。但血管内皮功能出现障碍，对其进行临床干预

成功的案例却鲜有报道。

本研究通过多种方法探讨了对内皮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得出了立体治疗是可以对内皮功能障碍起到逆转和恢复正常的临

床疗效。此结论的得出，势必起到对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及动

脉硬化始动因素的干预，对阻止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生及发展具有

重要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以2014年4月~2015年4月期间，对来我院进

行慢病筛查诊断为血管内皮功能检测的357例病人中，选择年龄

在30~78岁之间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的60例作为研究

对象，对其进行临床随机分组。单纯用药组21例，盐酸曲美他嗪

+原发疾病用药，其中男性14例，女性7例，联合治疗组39例：体

外反搏（重庆普施康）＋盐酸曲美他嗪＋原发疾病用药，男性23

例，女性16例。

1.2 血管内皮的检测方法：采用日本UNEX EF血管内皮功

能检测仪，在患者右侧上臂肱动脉，采用袖带加压阻断血流5分

钟，检测袖带加压前和解压后的血管内径变化，计算相对于基线

血管内径的扩张率（FMD）。

体外反搏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的临床疗效探讨

大连一德医院   王瑛 
徐梦莎，吴红梅，郎万里，陈玉丽，付晓丽，任兴艳，曹仁芳，林媛媛
TheresearchontheclinicaleffectofEECPtoimprove
thevascularendothelialdysfunction
WangYing,XuMengsha,WuHongmei,LangWanli,ChenYuli,FuXiaoli,
RenXingyan,CaoRenfang,LinYuanyuan

关键词：血流介导的血管扩张法（FMD）；体外反搏
（EECP）；内皮功能；曲美他嗪（TMZ）

1.3 体外反搏治疗：体外反搏40分钟/次，一个疗程40次，

压力在0.032-0.042MPa，治疗峰值比（D/S）目标预定在：1.20

以上。

1.4 诊断标准：FMD≥6%为正常，4%≤FMD＜6%为轻度障

碍，2%≤FMD＜4%为中度障碍，FMD＜2%为重度障碍。

1.5 疗效判定：经过1个疗程治疗后，逆转——FMD恢复正

常；显效——较前提高2%；有效——较前有所提高；无效——无

改善。

1.6 其他：治疗过程中进行心电监测，疗程前后检测血尿

常规、肝功、肾功、血压、左心舒张功能、心肌牛眼图及血管内

皮功能。

1.7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0.0软件X2检验进行统计学

分析。

成功病例1：

成功病例2：

专家论坛 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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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单纯用药组的21例中，无逆转患者，显效率为52.38%，有

效率为38.1%，无效率为9.52%；联合治疗组中，6例患者因个人

工作关系未完成疗程治疗出组，余33例患者逆转率81.82%，显效

率3.03%，有效率15.15%；联合治疗组对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治

疗效果（逆转率＋显效率）明显优于单纯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

3  讨论：

3.1 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人群出现内皮功能障碍的

机制是缺血、缺氧，而内皮功能障碍NO 产生减少、氧自由基

生成增多使NO失活、对抗NO保护功能的内皮衍生收缩因子增加

[3]。内皮因子合成、释放、利用、失活受到影响，相互之间的

作用失衡，使得促进收缩、细胞增殖、血栓形成的内皮因子表现

出更强作用[4]。在这一系列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生理调节因素

中，最重要的是血流切应力及搏动性血流[5]。

3.2 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时，血流的切应力＜4dyne/cm2,而

体外反搏治疗时的血流切应力为30-60dyne/cm2，符合生理状态

下的15-70dyne/cm2状态[6]，起到了“按摩”血管内皮细胞，改

善内皮功能，有效促进内皮细胞结构和功能的修复。体外反搏还

通过双脉动血流机理，以增加舒张期增压的方式提高心脏灌注，

并且通过加速动脉系统血流速度，改善缺血、缺氧。一个疗程

40次每次40分钟的治疗，按平均心率70bpm计算，血管将受到额

外15万次的“冲刷”[6]，这是任何其他治疗方法所不可能实现

的。

3.3 总之，内皮功能障碍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是及其重

要的，本研究例所有病例内皮功能改善同时原发疾病改善控制也

非常理想。我们的体会是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改善除了改变生活

方式[7-8]、控制原发疾病外，体外反搏对内皮功能障碍的治疗

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非常显著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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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一个疗程后两个治疗组对血管内皮功能疗效
分组 逆转 显效 有效 无效 合计
单纯用药组 0 11（52.38%） 8(38.1%) 2(9.52%) 21
联合治疗组27(81.85%)1(3.03%) 5(15.15%) 0 33
合计 27 12 13 2 54

学会动态

2015年12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体外反搏分会湖北省首届学术会

议在武汉召开。

本次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承办，来自湖北

各地的近百名专家齐聚一堂，讲述体

外反搏原理、介绍研究进展、交流使

用心得、分享经典病例等，参会代表

专家积极提问，整个过程学术氛围深

厚、反响热烈，达到了预期效果。

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进一步

促进体外反搏技术在湖北发展、交流

和协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提高了当地

的体外反搏理论和技术水平，对推动

老年心脑血管常见疾病防治事业的蓬

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5首届中原心脏预防和康复大会于12月11日-12日历时两

天，圆满完成了会议的各项议程。本次会议强调了由单纯的生物

医学模式向社会、生物和心理综合的医学模式转变的重要性。

胡大一教授、王乐民教授、伍贵富教授从国家战略层面讲

述了心血管领域正在发生的以治疗为的主模式向预防、治疗和康

复医疗模式的转变。

“中原心脏预防和康复大会”是由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

胡大一教授提倡设立并亲自提名，由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专

业委员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海峡两岸医药

卫生协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河南省医学科学院主办，郑州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承办，以预防和康复为主题的大会。

本次会议有来自10余个省近300人的代表，由来自10余名北

上广的著名专家授课。

 2015首届中原心脏预防和康复大会在郑州胜利闭幕

伍贵富教授《体外反搏在心血管病防治

康领域的作用》演讲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
湖北省首届学术会议胜利召开

参会代表合影

成蓓教授及李凌等主持会议 会上各位专家就体外反搏技术

进行交流讨论

胡大一教授等人参观体外反搏中心

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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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6日，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2015年学术大会

召开期间，体外反搏分会主办的“中国体外反搏学院--第1期临

床操作提高班（北京站）”在中国科技会堂隆重开班啦！

分会主任委员伍贵富教授，副主委高炜教授、樊瑜波教

授、杨天伦教授，分会办公室主任方典秋教授、冷秀玉秘书长出

席开班仪式并做主题演讲。

来自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外反搏中心的廖鹰老师、福

田医院的周文娟老师现场指导操作与解答学员问题，实机操作演

示，针对学员中普遍存在的心电干扰、波形不稳、D/S比值等疑

问，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与答复。

来自山西、山东、辽宁、河北、北京、河南、湖南等地的近百

名体外反搏操作者参加会议，四个小时的培训班让大家收获满满。

中国体外反搏学院
——第1期临床操作提高班（北京站）精彩回顾

颁发证书 学员留影

力学泰斗到场指导

现场操作演示 现场操作演示

现场操作指导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成立后续相关报道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的成立是全国从事体外反搏同行们翘首期盼的喜讯也是医学界的一大盛事。体外反搏分会

的成立引起了各大医疗媒体和医疗单位的关注并进行了广泛地报道，现将部分报道摘录如下：

2.深圳福田医院对伍贵富教授当选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主任委员的报道：

2015年4月11日，在第17届中国南方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议（SCC）上，中国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成立，经民主选举，来自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福田

医院）的伍贵富院长当选为主任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BE)

成立于1980年11月，为国家一级学会至今已35年历史，为我国医疗器械领域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CBE下辖20余个专业分会，4份会刊（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英文版、中国心脏起搏与电生理杂志及中国血液流变学杂

志）。体外反搏作为一种重要的临床医学工程技术，在中国已有近40年的发展历

程。近10年来体外反搏借助心血管康复的发展平台，在慢性心脑血管病领域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将成为一个团结广大体外反

搏工作者，提高体外反搏水平，促进体外反搏学科队伍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

第一届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名单（部分）

主任委员：

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福田医院）伍贵富院长

副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董吁钢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樊瑜波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高炜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徐亚伟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杨天伦教授        

1.365医学网对体外反搏分会成立的报道：365医学网是国内主流的医学媒体，该媒体对成立大会进行全程跟踪报道，
会后第一时间发表相关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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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董吁钢教授当选体外反搏分会副主任委员的报道。（分别在医院网站和院刊上进行了报道）

4、北京大学医学部及北医三院对高炜教授当选体外反搏分会副主任委员的报道：

高炜教授接受聘书

5、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对杨天伦教授当选体外反搏分会副主任委员的报道：

长沙晚报讯（记者 周和平 实习生 罗雅琴）心脏作为人体

的发动机格外需要保养。今后这样的保养服务在基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就可以搞定。

2015年3月8日，开福区洪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外

反搏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心脏的“4S服务中心”为市民提

供健康保养服务。据悉，这也是全省成立的首家基层专业服务机

构。

“10个心肌梗死，9个可预测；6个心肌梗死，5个可预

防。”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杨天伦教授介绍，当前

国内在慢性病防控方面，存在知晓率低、治愈率低、致残率高、

死亡率高等问题。

“体外反搏中心”的成立，将以体外反搏为新的突破口，

开展心脑血管等缺血性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工作。建立系统完整的

血管健康状况动态检测评估、综合干预治疗，实施心脑同治、康

复保健一体化的临床体系，推广物理无创的治疗方法，减轻病人

家庭经济负担，节约社会医疗资源。

2015年12月15日，该中心顺利通过省疾控中心专家团的检

查验收，成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湖南首家基层体外反搏中心落户长沙开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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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跃区域学术，搭建两岸四地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中国

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与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广东省医师协会于2015年7月17-19日在深圳市会展中心联合举

办了“2015年国际心血管前沿—福田论坛”。来自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心血管专家

和千余名医务人员代表参加了本届学术盛会，分享心血管基础研

究和诊治领域的最新成果。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霍勇

教授、广东省医师协会林曙光会长和美国梅奥医院(MayoClinic)

GregoryW.Barsness教授担任共同主席，福田区人民医院伍贵富

院长、广东省人民医院谭宁教授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大会主题涵盖心血管病介入治疗新进展、心血管急重症与

心衰诊治新进展，中国模式胸痛中心的探索、心脏影像学新进

展，体外反搏与心血管康复前沿，高血压与外周血管病诊疗新进

展等。

作为“结合体外反搏治疗的心血管康复新模式”理念的发

起者和致力于心血管康复新模式推广的开拓者之一，国际体外反

搏学会副主席、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主任委员伍

贵富教授，组织国内外热心体外反搏事业的专家学者，就体外反

搏研究的前沿问题与临床应用进展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借

助心血管康复平台，体外反搏疗法将与运动康复一道，共同构建

中国心血管康复的新模式，让体外反搏这项安全、有效的特色治

疗造福千千万万的慢性心脑血管病患者。

2016年国际心血管前沿-福田论坛将于7月15-17日继续在深

圳会展中心举行，期待你继续参与，并分享你在体外反搏领域的

最新成果。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秘书处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

借力“2015国际心血管前沿-福田论坛”，
大力推广结合体外反搏治疗的心血管康复新模式

2015年7月4-5日山东省物理与康复学会年会上，郑州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张辉教授受邀讲解体外反搏在心脑血管疾病

康复中的运用。

2015年8月15-16日，在淮海地区老年病论坛上，青医附

院杨泰生教授做体外反搏临床运用经验介绍。

2015年12月12-13日“胶东地区首届心脏康复与心衰超

滤论坛”在烟台召开，湘雅医院许丹焰教授就体外反搏的原

理和临床运用做了主题演讲。

2015年8月，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心血管专委会学术会在

内江市召开，四川省人民医院陶剑虹教授应邀做了《心血管

康复特色新技术--》体外反搏》的主题演讲。

在2015年四川省心血管病康复学术年会上，虞乐华教

授做《体外反搏在冠心病治疗中的应用》主题演讲。

2015年11月，张辉教授在“山西省临汾地区2015年康

复会议”上，做体外反搏技术讲解。

山东省学术会议

2015年12月，邯郸市心血管大会上，新当选的主任委员

信栓力院长在大会做了《体外反搏在运动康复中的作用与疗

效》的课题讲座。

2015年10月，河北第二届心脏康复会议中邯郸市第一医院召

开，该院心内科邵丽莉主任在其主题发言“心脏康复的意义及临床

应用”中，详细介绍了体外反搏在该院的使用情况和治疗效果。

2015年4月，邯郸市心脏康复学术会议，信栓力教授做了

“心脏康复不可或缺的治疗手段之一——体外反搏治疗”的主题

发言。

2015年3月，“2015邯郸心脏论坛”，其中邵丽莉主任介

绍了“体外反搏改善心肌缺血的应用及案例”。

2015年12月19日，河北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

2015年年会召开，来自河北全省民营医院的200余名代表参

加，河北省、石家庄市卫计委、河北省医院协会及民营医院管

理分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期间由长城医院王仁平院长就该院开展体外反搏项目进

行了分享交流。

四川省及山西省学术会议

河北省学术会议

周主任给长城医院同事讲解体外反

搏在冠心病治疗中的作用。

邯郸市心血管大会上信栓力院长在

大会做了《体外反搏在运动康复中的作用

与疗效》的课题讲座。

河北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

2015年年会

各地学术会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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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毅院长非常重视体外反搏中心的工作，经常带领专家团

队深入到各医联体分院考察和坐诊，进行大量的体外反搏宣教工

作，鼓励和建议各医联体成功建立了体外反搏中心，使得体外反

搏在各医联体分院中得以快速发展。

安教授在电台每周一次的“安博士话健康”栏目里，对体

外反搏进行了系统形象的宣传工作，使更多的人对体外反搏有了

清晰的了解与认识，陆续到医院进行体外反搏的治疗。

同时，安院长非常重视支架术后患者的体外反搏治疗，大

量的支架术后患者行体外反搏治疗后，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症状

改善明显。

青岛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体外反搏中心介绍

青岛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暨青岛大学心血管病研究

所是山东省卫计委直属医疗机构，是全省唯一的一所心血管

病专科医院。

该院自1979年开始坚持体外反搏工作，30多年来完成了

近10万人次的治疗，获得患者高度好评。医院累计撰写了关

于体外反搏治疗冠心病等疾病论文三十多篇，为近三十几家

医院培养了近六十名体外反搏的专业人员。由博士生导师安

毅教授带领开展了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结合体外反搏

治疗冠心病及其高危人群综合干预等策略研究》。

【人物简介】

青岛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体外反搏中心
学术带头人 安毅教授

安毅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任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心血管病医

院副院长。青岛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医学会山东省心血管病学 “杰出介入专家”。 

部分社会任职：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反搏分会常委

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介入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青岛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青岛市医学会心血管介入分会主任委员  

在冠状动脉复杂病变介入诊疗方面居国内领先地位，个人年介入手术量1千余例，总累计量近2万

例，主持青岛市东部地区全天候24小时“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生命绿色通道，成功实现了从急诊室

到导管室90分钟内血管再通治疗，并开展与周围血管、颈动脉联台手术治疗，实现多学科、多部位手

术合作，大幅度的降低了病人的痛苦及治疗费用。

体外反搏中心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