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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血流动力学仿真的心血管外科手术规划进展

刘有军 , 　乔爱科
(北京工业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中心 ,北京 100124)

摘要:基于血流动力学仿真的心血管外科手术规划是面向医学应用的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的高级发展阶段 , 它基

于医学图像对个性化手术的血流动力学预期进行优化 ,可为临床心血管手术提供决策依据 。综述了基于血流动力

学仿真的心血管外科手术规划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分析了目前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和解决途径 ,并提出了今后进

一步研究工作的目标。

关键词: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手术规划;心血管

中图分类号:R318.01　　　文献标志码:A

Progressofbasodonhemodynamicssimulationcardiovascularsur-

gicalplanning

LIUYou-jun, QIAOAi-ke.(BiomedicalEngineeringCenter, Beij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 Beijing100124, Chi-

na)

Abstract:Hemodynamics-simulation-basedcardiovascularsurgicalplanning, whichisthepatient-specificsurgicalhemody-

namicsoptimizationbasedonmedicalimage, isthefurtherdevelopmentofclinical-application-orientedcomputationalhemo-

dynamics, itisveryhelpfulforcardiovascularsurgicaldecision-making.Theart-in-workofhemodynamics-simulation-based

cardiovascularsurgicalplanninginbothdomesticandoverseasresearchwasreviewed, thekeyproblemsandsolutionsin-
volvedwereanalyzed, andthefurtherdevelopingobjectiveswere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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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 ,其死

亡率居各类死亡原因之首。所以 ,心血管疾病的预

防 、诊断和治疗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

自从引入现代医学成像技术 、外科手术和药理学治

疗方案后 ,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有了很大

的进步 ,同时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法也有了较大的

选择余地 ,如手术搭桥 、介入治疗 、药物及基因治疗

等 。心血管疾病治疗方法选择范围的扩大 ,导致了

治疗方案决策过程的复杂化。

血液在血管内流动的血流动力学因素 ,对心血

管疾病手术 、介入治疗的效果和长期有效性有很大

的影响。一方面 ,血管特别是动脉血管内的血流动

力学因素与血管内膜加厚 、内皮细胞损伤 、内膜平滑

肌细胞增生 、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等血管疾病密切相

关。另一方面 ,血管内的血流动力学对血管的几何

形状强烈敏感 ,即血管几何形状的微小差异也会导

致血流动力学的明显差异 。所以 ,血流动力学不仅

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 ,而且使外科医生在心血管疾病的手术 、介入治

疗等过程中 , 也必须充分考虑血流动力学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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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1]

。

目前 ,心血管外科手术的决策过程还主要依靠

医生的临床经验 ,根据以往相似病情病人的治疗情

况来评估治疗方案对当前病人的治疗效果 ,而缺乏

对当前特定病人的手术规划和疗效预测。基于血流

动力学仿真的心血管外科手术规划 ,其主要目的是

建立个性化的手术模型 ,通过对不同手术方案的血

流动力学进行数值计算和比较 ,达到优化心血管外

科手术的血流动力学状况的目的 ,保证手术的长期

有效性 。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血流动力学因素与心血管疾病治疗的长期

有效性密切相关 ,所以有必要在治疗方案的决策过

程中引入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fluiddynam-

ics, CFD)的方法来对治疗方案可能产生的血流动力

学因素进行预测 。长期以来 ,受血流动力学与动脉

粥样硬化密切相关这一事实的驱动 ,人们采用 CFD

的方法对血流动力学进行了大量研究 。概括起来 ,

可以将血流动力学的数值模拟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基于 CAD理想化模型的血流动力

学数值模拟 。主要用于从统计平均的角度研究血流

动力学因素(如壁面切应力)与血管疾病特别是动

脉粥样硬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的重点是动脉粥样硬

化病灶性部位如主动脉弓 、颈动脉分支 、腹主动脉 、

冠状动脉等 。

第二阶段是基于医学图像的个性化 (Patient-

specific)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 。主要用于预测特定

个体血流动力学因素与动脉病变发生 、发展的关系 。

研究的重点是动脉瘤 、血管支架等。著名的学者包

括 Lohner、Cebral、Steinman等
[ 2-11]

,以及海外华人学

者 Liu
[ 12, 13]

、Xu
[ 14]
等。

第三阶段是完全面向医学临床应用的血流动力

学数值模拟 ,即基于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的血管外

科手术规划 。作为心血管疾病治疗方案的辅助决策

或手术规划 ,要求血流动力学的 CFD仿真模型必须

是解剖和生理真实的 ,这就是 “血液流动虚拟现

实 ”。它是基于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血管手术规划

的最新发展方向 。Stanford大学的 Taylor等最早建

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虚拟血管系统实验室 (Virtual

VascularLaboratory)
[ 15-18]

, 如图 1所示。该 “实验

室”不是物理实验室 ,而是一个数值计算平台 ,即由

计算机系统 、数字图像处理系统及数值计算软件组

成的血流动力学仿真系统。他们在下肢动脉人工血

管转流术的手术规划 、疗效预测与评价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 ,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

领域 ———预测医学或外科手术(predictivemedicine

orsurgery)。医生可以考虑病人的解剖结构和生理

条件的个体差异 ,基于医学图像建立解剖和生理真

实的手术模型 ,利用血流动力学数值计算来评价和

比较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案 ,通过获得最佳的血流动

力学参数来保证手术的成功和长期有效性。类似的

研究计划还包括 Biosim
[ 19]

, Bloodsim
[ 20]
等 。

(a)

(b)

图 1　下肢动脉搭桥术血流动力学手术规划 [ 16] 　(a)基于医学图像

的建模;(b)不同术式血流动力学比较

Fig.1　Hemodynamics-basedsurgicalplanningoflowerextremity

arterialbypass[ 16] 　(a)Medicalimage-basedmodeling;(b)Hemody-

namiccomparisonofdifferentsurgicaloperations

　　近期有代表性的是 SURGM
[ 21]
心血管外科手术

规划系统的问世 。 SURGM是由 GeorgiaTech和

EmoryUniversity联合开发的 。该系统是一个基于

医学图像的外科手术规划软件 ,外科医生可以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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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图像重建病人个性化的三维心脏及血管的几何

模型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此几何模型上方便地构

造想象中的手术模型(图 2),然后利用软件的 CFD

功能对既定的手术模型进行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 ,

分析不同术式或手术参数对术后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 ,从而达到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来优化手术的目

的 。该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

规划
[ 22]

。

(a)

(b)

图 2　手术规划几何模型再塑 [ 21] 　(a)改良式 Fontan氏房-肺动脉

分流术模型;(b)狭窄血管加宽补片术模型

Fig.2　Anatomicalgeometrysculptureforsurgicalplanning[ 21] 　

(a)Intra-atrialmodeloftheinferiorvenacavaforFontanOperation;

(b)Surgicalpatchforvascularstenosis

　　目前 ,我国血流动力学的研究还基本上处于零

星研究的状态。数值计算的血管几何模型大多是理

想化的 ,而基于医学图像的个性化血流动力学仿真

并不多见 ,也没有形成有效 、方便的集成系统 ,包括

基于医学图像处理的心血管系统建模 、高效的数值

计算软件 、完善的流动可视化处理等。这些研究离

手术规划和实际临床需要还有很大差距。有关研究

学者包括:蒋文涛 、邓小燕 、樊瑜波 、袁支润 、岑人经 、

吴效明 、乔爱科等
[ 23-28]

。

邓小燕等
[ 29]
对动脉旋动流及其临床应用进行

了深入研究 。人体循环系统内的旋动流是一种正常

的生理流动现象。该旋动流有利于保护动脉血管内

壁面免受侧向应力的直接作用 ,有利于动脉血管内

皮损伤的修复 。该研究将动脉系统中的旋动流原理

应用到小口径人造血管的设计中 , 研究了旋动流对

小口径人造血管的血流动力学特性的影响。结果表

明:旋流引导器的植入可使小口径人造血管内的血

流产生旋动 ,血管近壁面处的血流速度及壁面切应

力均得到了显著提高 ,血流动力学环境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

乔爱科 、刘有军等
[ 30-32]

对主动脉弓 、颈动脉分

支 、动脉瘤及动脉搭桥术的血流动力学进行了深入

研究 ,并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心血管外科手术。

为了改善传统单路搭桥移植管缝合区的血流动力学

性能以提高搭桥术的治疗效果 ,提出了对称双路移

植管搭桥的设想以减小缝合区的流动分布不均匀

性。利用计算流体力学的方法对其中的血液流动进

行了数值模拟
[ 33, 34]

。计算结果显示 ,在对称双路移

植管模型中 ,底面不复存在 ,因此内膜增生和狭窄发

生的潜在危险区域被取缔。双路模型中的流场情况

比单路模型中更均匀。因此 ,在流动情况方面 ,双路

模型比单路模型具有更多的优点。同时 ,单路模型

底面的壁面切应力很紊乱 、壁面切应力梯度数值较

大;而双路模型已经克服了这些缺点 ,双路模型中的

壁面切应力时间梯度比单路模型的要小 。所有这些

现象都表明对称双路搭桥可以明显地改善血流动力

学 ,从而减少内膜增生和狭窄的发生 ,并改善动脉搭

桥的手术效果 。

为了弄清楚旁路搭桥转流术治疗 DeBakeyⅢ型

主动脉夹层的血流动力学机制及其血流动力学有效

性问题 ,我们前期建立了相应的理想化模型和个性

化模型 ,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获得了搭桥前后的流

场 、压力和壁面切应力等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分布情

况
[ 35, 36]

。探讨该术式的科学手术方案 ,将为医生提

供有价值的手术计划指导。

2　关键问题

基于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的血管外科手术规

划 ,目前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作为手术规划的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 ,必

须建立各种虚拟的手术规划模型 ,以对不同类型的

手术或术式进行比较与优化 。典型的心血管手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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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包括通过移植管来旁通狭窄或阻塞的动脉血管 ,

或在血管中介入血管支架来扩大管腔 、阻塞动脉瘤

内血流等。这些手术过程都会改变血管的几何形

态 。这就要求基于医学图像重建的术前模型必须是

可以 “再塑”或 “编辑”的(图 2)
[ 37-40]

,以获得各种手

术方案所需要的血管几何形状。 “几何模型再塑 ”

是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第三阶段最显著的特征 。传

统的方法是在基于医学图像重建的术前模型上采用

CAD的方法来改造模型 。这种 CAD方法一方面对

模型的变形难以处理 ,另一方面构造的模型过于

“生硬”
[ 38]

,不能满足手术规划对模型真实性的要

求 。最新的研究成果
[ 38]
采用基于虚拟现实的模型

雕塑技术 ,但其变形模型是纯数学的 ,未考虑血管力

学性能对变形的影响 。

(2)在精确几何模型的基础上 ,血流动力学数

值模拟还要求物理模型尽可能与生理状况一致 ,这

样才有可能获得具用临床应用价值的血流动力学参

数 。目前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物理模型还未充分考

虑的因素是血液与管壁之间的流 -固耦合问题
[ 41]

。

对于冠状动脉等心血管 ,传统的刚性血管假设会给

血流动力学计算带来较大误差 ,无法满足临床手术

规划对血流动力学精度的要求
[ 2]

。

(3)基于医学图像的血流动力学数值模型 ,其

网格数量之大常常是惊人的。这就要求非常高的有

限元求解效率 ,包括网格优化和方程求解
[ 42-47]

等过

程 ,以适应临床手术允许的等待时间 。

(4)血流动力学仿真结果的可视化也值得重

视
[ 18]

,因为感兴趣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并不是一般数

值计算软件所能提供的 ,如壁面切应力 、粒子滞留时

间 、壁面切应力的时间和空间梯度等 。同时 ,现有的

血液流动可视化是独立于人体之外的 ,与血管在人

体中的具体位置难以对应 ,不能满足临床手术规划

对可视化直观性的要求。

3　进一步工作

3.1　从医学图像到有限元网格

基于医学切片图像 ,采用数字图像处理的方法 ,

包括图像增强 、图像分割 、表面绘制 、表面网格简化

与优化等 ,重建个性化解剖真实的三维血管几何模

型 ,并针对血流动力学有限元数值模拟对网格的特

殊要求(如边界层网格等),生成高效 、精确的手术

规划有限元模型(图 3)。重点研究图像分割 、三维

重建 、网格划分算法及其实现 。

3.2　手术规划几何模型再塑

在血管三维重建表面模型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

手术类型和不同术式 ,对血管模型进行编辑再塑 ,包

括模型的局部形变 、添加附加模型等 。主要研究考

虑血管力学性能的血管雕塑变形数学模型 ,以及基

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实现方法(图 4)。

图 3　个性化颈动脉分支有限元模型

Fig.3　Patient-specificfiniteelementmodelofcarotidbifurcation

图 4　手术规划几何模型实时交互式雕塑 [ 21]

Fig.4　Realtimeinteractivesculptureofanatomicgeometryfor

surgeryplanning[ 21]

3.3　血流动力学的流-固耦合有限元分析

血液在动脉血管内的流动是一个流-固耦合的

力学过程 。传统的血管刚性化处理不能精确地反映

血流动力学及其对手术效果的影响。采用流-固耦

合的物理模型将更接近于血液流动的生理状况 ,这

也是血流动力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重点研

究可移动边界(血管壁)三维流体动力学 、有限变形

结构的耦合有限元分析方法及实现。

3.4　有限元并行计算

基于医学图像的个性化血管几何模型进行血流

动力学数值模拟 ,因有限元网格数量巨大而非常耗

时。考虑血液与血管壁的流 -固耦合时 ,计算时间将

会更长。除优化有限元网格外 ,还必须在求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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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追求更高的效率。可以采用并行算的方法来提高

求解速度 ,重点研究流体域和固体域独立计算的区

域分解并行算法 。

3.5　流动可视化

血流动力学的数值计算结果是海量的离散数

据 。为方便医生应用 ,必须应用现代流动可视化技

术 ,将临床关心的血流动力学参数计算结果形象地

表现出来 ,如速度矢量 、压力 、壁面切应力及其时空

梯度的等值线云图等 ,以实现手术规划需要的 “虚

拟可视化”(图 5)。

图 5　下肢动脉移植管转流手术规划流动可视化 [ 18]

Fig.5　Flowvisualizationoflowerextremityarterial

graftbypasssurgery[ 18]

3.6　手术规划应用软件开发

开发一个解剖真实的血管模型 、手术规划模型

雕塑 、血流动力学数值计算及流动可视化的软件集

成环境。在该环境中 ,可以利用血管的 CT或 MRI

图像来三维重建个性化的血管几何模型 ,通过基于

虚拟现实技术的血管雕塑来构造虚拟手术模型 ,结

合生理真实的边界条件 ,在友好的图形界面引导下

自动完成血流动力学的数值计算和流动可视化处

理 ,供医生在手术方案决策中使用。

4　结论

基于血流动力学仿真的心血管外科手术规划 ,

可以为心血管外科手术提供最优化的血流动力学状

况 ,从而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和长期有效性 。同时 ,可

以最大限度地缩短手术时间 ,降低重复手术率和死

亡率 ,提高心血管病人的生存质量。所以 ,基于血流

动力学仿真的心血管外科手术规划将对心血管外科

手术过程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其中关键的科学和技

术问题还值得研究 ,临床上也迫切需要实用的手术

规划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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