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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动力学及其医学应用

刘有军， 乔爱科
( 北京工业大学 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北京 100124)

摘要: 血流动力学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形成、发展和治疗存在密切联系。对心脑血管系统中的血流动力学研究一直

是生物力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热点。本文就专栏文章所涉及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医学应用

等进行评述，重点从血流动力学的研究驱动力、研究进展和研究趋势等几方面进行综述，展示了血流动力学研究在

临床和保健的预防、诊断、治疗等多层次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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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odynamics and its medical application

LIU You-Jun， QIAO Ai-k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Hemodynamic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initiation，development and treatment of neo-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he studies on the hemodynamics in neo-cardiovascular system are the hotspots of biomechanic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he research topics，research method，research achievement and its medical applica-
tion，which are issued in the articles in this special column，were remarked． Emphasis was paid to 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driver，research progress and research tendency of hemodynamics．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he-
modynamics research on the clinical procedure and healthcare was demonstrated with respect to its multi-level
application in prevention，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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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编辑部和各位作者的共同努力，本期开辟

的血流动力学研究专栏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本期专

栏共收录论文 9 篇，论文作者都是国内血流动力学

研究的活跃分子。他们中既有血流动力学研究领域

的资深专家，也有后起的研究新秀。专栏研究内容

涉及心血管手术规划血流动力学、血管介入治疗血

流动力学、流固耦合计算、脉搏波参数分析等; 特别

是旋动流的生理意义及其医学应用，展示了血流动

力学研究的潜在临床应用价值。本专栏论文集中反

映了国内血流动力学研究的热点。下面结合本专栏

的几篇文章，就血流动力学的研究驱动力、研究进展

和研究趋势等几方面，进行简要的评述。

1 血流动力学的研究驱动力

研究血液在血管系统中流动的力学称为血流动

力学。血流动力学因素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形成、发
展和治疗存在密切联系。对心脑血管系统中的血流

动力学研究一直是生物力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

热点。血流动力学的研究驱动力大致可以归结为 3
个方面:

1． 1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需要搞清楚正常健康人体

的血管系统中的血液流动规律

血流动力学可以调节血管内皮细胞基因和蛋白

质的表达，从而产生不同的生理和病理结果。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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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系统中，直管和弯曲 /分支 /分叉处呈现不同的流

动情形和血流动力学分布。血液自主动脉瓣喷射出

来后便开始旋动。大量研究发现，旋动流态不仅存

在于主动脉，而且存在于心血管系统的其他部位，如

右髂总动脉、腹股沟动脉、腹主动脉等。这种旋动流

态是大自然巧夺天工的设计，也许有着积极的生理

意义，能够抑制湍流，促进物质传输，从而抑制心脑

血管疾病的发生。
另外，随着心脏的间歇性收缩和舒张，血液压

力、血流速度和血流量的脉动以及血管壁的变形和

振动在血管系统中的传播，统称为脉搏波或脉搏波

在血管中的传播。发展血流动力学，掌握脉搏波的

传播规律，确定血液压力和流量之间的关系，揭示血

流速度及应力的时空分布，可以评价血管系统的功

能，检测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设计定量的测量方法，

解释测量参数，例如心音、血压、血液黏度、动脉弹性

等。
1． 2 从病理的角度来看，需要弄清病理过程的起源

及影响

心脑血管病呈现高度的病灶性。血流动力学是

血管重塑的关键因素。病灶部位具有危险的血流动

力学特征。低而振荡的分离等血流动力学因素被认

为与粥样硬化等动脉病理改变密切相关。拥有高剪

切应力的持续层流( 直管段) ，可以避免产生动脉粥

样硬化; 然 而 相 关 的 扰 动 流 动 ( 弯 曲 /分 支 /分 叉

处) ，有较低的剪切应力，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

成［1］。在静脉系统中，扰动流动导致反流，外流障

碍，淤积导致静脉炎症，血栓形成，并因此产生血管

慢性疾病。
对不同动脉血管所处的力学环境进行分析，并

对这种力学环境的变异性提供确切的定量描述，可

以分析血管内皮细胞在不同力学环境中的适应性反

应，讨论心脑血管疾病的形成和发展机制，从而研究

血流动力学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
1． 3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需要发展和优化心脑血管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技术

血管手术或介入治疗改变了局部血流动力学，

引起血管重塑。手术的成功和长期有效性高度依赖

于术后产生的血流动力学。因此，血流动力学研究

在心脑血管病治疗中的一个应用实例就是手术规

划，即用血流动力学优化的方法设计和改进血管外

科手术过程。例如，血流动力学在早期确定旁路移

植管搭桥术的吻合几何形状时发挥重要作用，因为

在手术准备过程中可以优化血流动力学特性以便改

善早期和晚期移植成功率、内膜增生、动脉粥样硬化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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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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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上所述，血流动力学越来越紧密结合临床实

际问题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不仅开展了基础研

究，定性、定量地揭示心血管疾病的力学机理; 而且

拓展了应用研究，为设计和开发针对不同心血管疾

病诊疗的新技术和新装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彰显了

生物流体力学在现代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重要意

义。

2 血流动力学的研究进展

纵观专栏文章可以看到，血流动力学研究至少

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2． 1 提出心血管系统的旋动流理论，并将其应用于

心血管疾病生物流体力学机理研究和临床治疗器械

的开发

此专栏中，邓小燕、刘明等［4］的文章《主动脉处

的血流动力学特性及其生理意义》，就旋动流产生

原理和以旋动流原理为基础的心血管介入器械等方

面的介绍非常详细。旋动流能明显地减少血小板在

壁面的黏附; 单涡旋动流能稳定流动，有效地抑制流

动分离，进而能有效地抑制致动脉粥样硬化大分子

以及促进小分子在血管壁的传输，从而抑制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旋动流还能减少血管内支架后面的

扰流，可能会抑制血管内膜增生和支架内再狭窄的

发生。在旋动流理论基础上，设计了用于动脉旁路

搭桥的螺旋状人造血管，以及横截面成非圆形偏心

结构的人造血管，有利于抑制动脉血管搭桥远心端

内膜增生的产生［2］。在小口径人造血管中引入旋

动流，能够通过影响血小板在血管内壁以及端端吻

合处的黏附从而抑制急性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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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针对人体循环系统的血流动力学与流态，进行

心血管系统的脉搏波分析

本专栏中，何为、肖汉光等［5］的文章《基于传输

线模型的脉搏波传播数值仿真及参数分析》，提出

一种传输线模型和输入阻抗递归算法的计算方法，

数值仿真人体动脉树中脉搏波的传播过程，分析个

体差异性和动脉树各参数对脉搏波的影响，为动脉

树生理和病理变化分析提供参考，是人体动脉树生

理病理分析和诊断的重要辅助手段。邹远文、吴结

凤等［6］的文章《脉动流模拟系统血压波形相似度算

法研究》提出了加权平均算法以表征血压波形间相

似程度，并应用到脉动流模拟系统的血压波形分析

中。加权平均算法可以表征不同血压波形之间的差

异，比较不同脉动流装置之间的模拟性能，进一步完

善后还可以用于其他生理波形的分析。此外，研究

人员还建立了心血管系统的集中参数模型和非线性

脉搏波传播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开发了

心血管功能参数的无创检测装置。所建立的数学模

型，可以在循环系统的局部和整体层面描述血流形

态，为多尺度的血流动力学分析提供理论工具，即用

心血管系统的集中参数模型( 0 维) 与局部三维血管

模型相结合，利用集中参数模型为三维模型提供更

加生理真实的计算边界条件。所开发的无创检测技

术和装置，在心血管功能、动脉弹性、妊高症、中医脉

相无创检测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临床应用，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 3 基于血流动力学仿真的心血管外科手术规划，

为辅助心血管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

持

本专栏中，刘有军、赵夕等［7］的文章《双向双侧

格林手术的数值研究》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预测左

上腔静脉与肺动脉的连接位置对双向双侧格林手术

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评价伴随有左上腔静脉的单

心室心脏缺陷综合征的治疗手术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外，该课题组还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管搭桥术、复
杂先心病( 单心室) Fontan 矫治术、Fallot 四联症右

室流出 道 加 宽 补 片 术、Batista 手 术 ( 左 心 室 减 容

术) 、主动脉夹层的旁路搭桥转流术、动脉瘤和动脉

狭窄的血管内支架介入治疗术等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的生物力学仿真和手术规划研究［8-9］。Stanford 大

学的 Taylor 等［10］最早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虚拟血

管系统实验室。近期有代表性的是 SURGM 心血管

外科手术规划系统［11］。国内的相关研究还需要在

实用化、集成化方面努力，开发一个包括解剖真实的

血管建模、手术规划模型雕塑、从医学图像到有限元

网格、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及流动可视化的软件集

成环境［12］。
2． 4 基于血流动力学数值模拟的心脑血管介入器

械的设计与临床介入治疗方案评测，使介入治疗更

具科学性

本专栏中，蒋文涛、晏菲等［13］的文章《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对药物洗脱支架药物扩散影响的数值分

析》研究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药物扩散系数对血管

壁组织中药物扩散的影响后发现，当斑块扩散系数

小于组织时，斑块对血管壁中药物扩散起抑制作用，

反之起促进作用; 特别是当斑块中的药物扩散系数

远大于血管壁时，其不再影响药物在血管壁中的扩

散。乔爱科、付文宇等［14］的文章《支架介入治疗颈

内动脉狭窄和动脉瘤的压力变化计算研究》，结果

表明当使用支架治疗狭窄与动脉瘤毗邻并发的患者

时，载瘤动脉的形状、动脉狭窄确实对动脉瘤部位压

力变化有影响，但轻度狭窄的支架介入治疗后不会

导致显著的压力增加。王希诚、张艺浩等［15］的文章

《血流作用下冠脉支架的疲劳寿命优化》，建立了包

含植入支架、血液、血栓以及动脉壁的简化组合模

型，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支架疲劳寿命优化

问题，结果表明利用所建立的 Kriging 代理模型可对

冠脉支架疲劳寿命进行有效的评估，据此对支架进

行优化设计可以有效地提高支架的使用寿命。此

外，研究人员还提出了局部开窗和局部被膜等新的

支架治疗技术以及新型网丝截面支架等血管内支架

结构，以改善介入治疗效果。基于多中心病例资料，

建立了支架介入治疗的病例数据库，并利用统计分

析和神经网络等原理和方法，对支架疗效评估进行

了研究。不仅考虑疗效的生理、病理因素，还重点考

虑了不同动脉病变、不同支架类型、不同释放位置等

情况下血流动力学因素的影响; 为个性化术后疗效

预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 新型

支架结构及其优化设计还有哪些改进方面? 药物缓

释支架是最好的选择吗? 是不是所有的动脉瘤都适

合用支架介入治疗? 介入式热疗方法可否用于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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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的治疗? 等等。这些问题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指明

了方向。
2． 5 建立合理的血管力学特性，研究血液流动的流

固耦合效应

本次专栏中，刘志成、钱秀清等［16］的文章《基于

膨隆实验的血管非线性力学特性确定方法》，利用

动物实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腹主动脉

的本构关系，同时提出了一种反方法以识别血管的

材料特性。本方法对材料特性识别初值的选择没有

限制，能用于血管非线性力学特性的识别。利用本

方法就可得到患者血管的非线性材料特性，从而判

断血管力学特性的变化或用于血管的流固耦合分

析，得到更可信的血流动力学参数。李志勇、史正

涛［17］的文章《腹主动脉瘤的数值计算模型比较研

究》，以流固耦合模型与纯流体计算模型对比的方

式对腹主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进行了数值模拟研

究。结果显示，流固耦合模型中的最大壁剪切力比

纯流体模型要小，最大壁应力和最大血管壁的形变

量与出口血压呈正相关。由此推断，在研究血管瘤

生长与血流动力学的关系时，需要使用流固耦合模

型。血液在动脉血管内的流动是一个流-固耦合的

力学过程。为了较为真实地反映血流动力学变化，

针对具有大变形问题的血流动力学分析，应该基于

流固耦合模型进行数值模拟。

3 血流动力学的研究趋势

血流动力学研究不仅有利于揭示血液循环系统

的流动、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的基本规律，还可以为

保障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重大疾病提供新概念、新
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今后的研究应该考虑以下

内容。
( 1) 多尺度耦合分析及其在相关疾病诊疗中的

应用研究。疾病发展需要几年时间，因此需要建立

在生理系统上跨越物理尺度和时间尺度的数学模型

和数值方法，包括物理多尺度、几何多尺度、时间多

尺度等多层面的数学模型构建、数值模拟研究、模型

实验研究等，力争从生物流体力学定量分析的角度为

相关疾病的形成、发展、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 2) 建立并完善活体组织的本构关系。心脑血

管系统的几何结构非线性、黏弹性力学性质非线性、
残余应力不确定性等，是研究这些系统中的生物流

体力学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基于这些因素而建立

血管壁的动态本构方程，将为流固耦合问题的研究

奠定科学基础，进一步推进血管生理病理的流固耦

合研究和介入治疗器械的设计。
( 3) 加强微 /纳尺度生物流体力学研究。非线

性、非平衡、各向异性、生物化学反应、跨越分子-细
胞-组织-器官-系统等多个层次是生物流体力学研究

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沿着力学-细胞-分子-基因的方

向探讨深层次的应力-生长关系，进一步认识生物大

分子的力学特性、结构和功能关系、力学-化学耦合

效应，在细胞、亚细胞层面揭示生命活动的力学调控

规律; 另一方面沿着基因-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人
体的方向研究生命活动过程中的流体力学规律，探

索相关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力

争在相关疾病的基因治疗、干细胞治疗、药物设计等

方面获得突破。
( 4) 个性化手术规划的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

基于大量临床病例和血流动力学基础的回顾性分析

和前瞻性研究，搭建一个医学工程集成化、形象直

观、操作简便的心脑血管疾病手术规划系统，为临床

医生提供便捷的手术规划辅助工具，实现手术设计

和术后预测，力争从经验型医疗向设计型医疗过渡。
( 5) 进一步开展包括管腔内支架、人工血管、人

工心瓣和人工心脏泵心室辅助装置等术后的流体动

力学机理研究，特别是针对目前产品存在的临床实

际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设计和开发新型的医

疗器械和材料。探讨人工心瓣、左心辅助血泵导致

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对于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对
心肌细胞中基因和蛋白质表达的影响，以及对主动

脉基底和主动脉瓣的影响。
( 6) 极端条件下的血流动力学研究。探讨在超

失重、高低温、高低压等极端条件下血管系统的生物

流体力学行为，如微重力对心血管系统的细胞发育、
增殖、分化及凋亡的影响; 血流灌注、组织 /血管重

建; 空间药物传输等。这些研究将为军事、医疗、安
全、防护等应用领域提供科学依据。

( 7) 逐步开展并深入探讨毛细血管、静脉血管

中血液流动的问题，进而研发如微循环评测装置、静
脉滤器等医疗器械。在血管病理生理学上区别动脉

和静脉内皮细胞的差异性，以及这差异对心血管疾

病的病理生理作用，可以提供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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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力学界一致认为，血流动力学应立足于从

临床治疗角度提炼科学问题，研究成果更多地体现

在临床和保健的预防、诊断、治疗等多层次的应用。
在血流动力学与血管生理 /病理 /治疗之间的关系研

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血流动力学研究正在将

这些成果逐步推向医学应用，如基于血流动力学优

化的心血管外科手规划、血管支架介入治疗的优化、
人工组织器官的开发、心脑血管的无创 /微创检测设

备等，特别是利用旋动流原理增加血管壁面切应力

来指导小口人工血管设计、静脉滤器设计、血管内支

架设计等，这些都展示了血流动力学广阔的医学应

用前景。
未来医学模式将由治疗型向预防保健为主的模

式转变，特别是由于个人健康意识的增强，用于社

区、家庭和个人保健及健身的设备、健康自我检测医

疗设备将成为家庭中新的“家电”。未来生物医学

工程学向生物学、工程学和医学更紧密相结合的方

向发展，为医疗保健创造出来的新技术、新方法、新
材料、新仪器设备将推动医学更快地向更高层次发

展。面向医学应用的血流动力学将为心脑血管疾病

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21 世

纪是生命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工程技术与生命科学

进一步互相渗透，必将推动血流动力学研究和开发

跨入崭新的阶段。
致 谢: 本 文 得 到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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