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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血流动力学是指血液在血管系统中流动的力学，主要研究血流量、血流阻力、血压、切应力、扰动流等，以及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人类生命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血流动力学在血管的弯曲、狭窄、堵塞、分叉以及肿瘤的治

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研究意义。目前，血流动力学在动脉血管搭桥、冠状动脉狭窄、腹主动脉瘤、动脉粥样硬

化、脑动脉肿瘤以及旋动流等方面引起广泛研究。伴随着血流动力学的深入研究，心脑血管的手术规划、介入治疗

等得到快速发展，基于血流动力学的临床检测和治疗仪器也越来越多。血流动力学因素，如血管压力、血管阻力、
血流量、壁面切应力、血液黏度、流动分离、湍流、涡流等对常见血管疾病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机理正在逐步深入

探索之中，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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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hemodynamics，which refers to dynamics inside the blood circulation，mainly includes the
flow rate，flow resistance，pressure，shear stress，disturbed flow，as well as their associations in between．
Therefore，with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s of vessel curvature，arterial stenosis or occlu-
sion，pathological artery branches and aneurism，study about hemodynamics is essential to human health． Cur-
rently，extensive researches on hemodynamics have been conducted with respect to artery bypass，coronary ar-
terial stenosis，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therosclerosis，cerebral aneurysm and swirling flow． With the devel-
opment of such research on hemodynamics，surgical planning and interventional therapy have improved rapidl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hemodynamic parameters，including pressure，flow resistance，flow rate，wall shear
stress，blood viscosity，flow separation，turbulent flow，vortex on the post-operation complications could be deep-
ly explored with the help of more and more clinical apparatus and have gained some achievements．
Key words: Hemodynamics; Arterial disease; Surgery planning; Interventional therapy; Medical instrument

生物体处于力学环境之中，力学因素影响机体

整体、器官、组织、细胞和分子各层次的生物学过程。
血液循环过程包含着血液流动、血细胞和血管的变

形、血液和血管的相互作用等，其中均蕴藏着丰富的

力学规律。血流动力学是血液在心脑血管系统中流

动的力学，对人类生命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血流动

力学因素与动脉疾病的形成、发展和治疗存在密切

联系，对动脉中的血流动力学研究一直是生物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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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热点［1-2］。
心血管系统中常见的动脉病变有内膜增生、粥

样硬化、动脉瘤和血栓症等。在大量复杂的生理学

和生物力学因素中，一些异常和不均匀的血流动力

学特征如涡流、长粒子滞留时间、高压、低壁面切应

力、振荡的壁面切应力等，被普遍认为是动脉病变重

要的原因［3-6］。动脉粥样硬化总是呈现高度的病灶

性而无明显的个体差异，即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的斑

状沉积大都会发生于冠状动脉、颈动脉、腹主动脉、
股动脉等的复杂流动区域，而其他动脉中则不发生

或基本不发生这样的病变［7-9］。动脉瘤常常发生在

腹主动脉或为大脑供血的小动脉中，而在肢体动脉

中则从不发生这样的病变［10-11］。这些病变部位的

血液流动常常伴随着流动分离、回流、二次流等复杂

流动现象( 见图 1 ) ，而这些复杂流动全部是由动脉

的分岔、弯曲等所引起的。研究表明，血流动力学因

素如壁面切应力、壁面切应力梯度、流动分离、二次

流等，对动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动脉内膜加厚、内
膜平滑肌细胞增生和内膜结缔组织接合，以及对聚

集单核血细胞、血小板和巨噬细胞等，都有着重要影

响［12-13］。人们由此相信，这些病灶部位的局部血流

动力学因素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1-2，14］。

1 数值模拟在血流动力学方面的应用

血管内血流动力学信息最直接、最准确的获取

方法即从人体中直接测量。但是出于多种社会因素

和技术限制，直接对人体进行测量存在较大的局限

性。利用动物实验和离体实验进行血流动力学测量

的方法较为常用，通过这些方法能够较好地获取血

管内部大概的血流状态、血管压力和血流量等，却难

以观测局部细节的血流状况［15-17］。随着计算机技

术和图形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流体力学逐渐

成为血流动力学计算和分析的重要方法。基于有限

元法和控制体积法的生物流体计算软件大量出现。
通过计算，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血管内部的三维流场

细节，例如涡流、二次流、流动分离等，同时也可以获

取感兴趣部位的壁面切应力、压力、血流速度等血流

动力学参数，与实验的方法相比，更具优越性。由于

计算结果与所给定的边界条件、材料属性、网格大

小、计算收敛精度等多个因素存在直接联系，故计算

结果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经临床试验对比，目前

计算流体力学得到的血流动力学信息较好地符合临

床实际测量结果，其有效性得到众多临床医生的认

可，对临床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基于血流动力学

的计算流体力学在心脑血管的研究方面得到广泛应

用，尤其是在先天性心脏病的检查和辅助手术决策、
动脉瘤破裂的预防、动脉血管血栓的血流动力学分

析、病变血管壁生物力学机制的探索、植入支架后血

管内环境的改变等方面［18-20］( 见图 2) 。
动脉血管在计算流体力学计算中，多数情况下，

血液被简化成统一密度和黏度的牛顿流体，对于非

牛顿流体的计算较为少见，该问题目前已引起了部

分关注。如 Chitra 等［21］通过对全腔静脉吻合手术

的非牛顿流体的仿真研究，解释说明了非牛顿在血

流动力学仿真中的重要性，认为非牛顿流体仿真有

一定的实际意义。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系统

也处于生长发育的状态，目前的计算流体力学方法

主要计算当前生理条件和血管形态下的血流动力学

信息，忽略了对生长条件下血流动力学信息的计算，

血流动力学计算与血管生长的关系也是未来要考虑

的重要方面。血管属于软组织，血管壁具有一定的

弹性，以往的计算流体力学大多忽略了血液流动与

血管壁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流固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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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计算方法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22］，如 Papahar-
ilaou 等［23］分别采用纯流体计算和流固耦合模型计

算研究了腹主动脉瘤，结果显示无论流动状态还是

剪切应力分布都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血管瘤方面的

研究需要考虑流固耦合的计算。

2 血流动力学与心血管外科手术规划

血液在血管内流动的血流动力学因素，对心血

管疾病手术及术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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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也会导致血流动力

学的明显差异。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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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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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方案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数值计算和比较，从而

优化心血管外科手术的血流动力学状况，降低动脉

疾病的危险性，辅助医学临床手术决策，以保证手术

的长期有效性。Stanford 大学的 Taylor 等［24-25］最早

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虚拟血管系统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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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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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27］( 见图 3 ) 。基于这一理念，Pen-
natia 等［28］通过血流动力学的优化研究了治疗单心

室疾病的 Fontan 手术优化。在国内，孙琦等［29］研究

了双向 Glenn 手术的血流动力学特征，为治疗单心

室先天性疾病提供了重要的血流动力学依据。丁金

立等［30］研究了单心室治疗的 TCPC 手术的血流动

力学优化，以及法洛氏四联症病人相应的体肺分流

术手术优化，并建立了一套手术规划系统用以辅助

心血管疾病的临床手术决策。

图 3 利用手术规划系统对手术进行优化

Fig． 3 Optimization with system of surgical planning

3 血流动力学与血管介入治疗

血管内支架 ( endovascular stent，ES) 介入手术

是治疗心血管病的重要选择，其手术特点为创伤小、
风险低、术后并发症少。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300 万

人接受血管内支架手术治疗［31］。但是，血管内支架

在临床植入部位可能会发生血管再狭窄。据统计，

支架植入 6 个月后，再狭窄率高达 20% ～ 30%［32］。

976
白 帆，等． 血流动力学的医学应用与发展

BAI Fan，et al． Ｒecen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emodynamics



一些研究表明，血流动力学方面的因素也是支架植

入后，血管再狭窄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原因。血管内

支架的植入会对血流产生不利的扰动［33-34］，导致血

流产生流动分离，使支架处区域的流动剪应力发生

不利的改变［35］。血液流动的这些异常变化与再狭

窄的发生存在相关性［36］。邓小燕等［37］的理论研究

结果表明，动脉狭窄远端的扰动流能够增强血液与

动脉壁接触面上脂质的积聚，故如何抑制不利的扰

动是如今血流动力学的一个研究课题。
支架置于动脉瘤口就相当于一个物理屏障，可

以抑制瘤内血液流动，达到治疗的目的。为了提高

支架治疗动脉瘤的效果，仅靠降低支架的通透率是

行不通的。因为较低的通透率会使支架和血管壁之

间的生物相容性变差; 同时，较低的通透率也会使金

属支架的弹性变差，不利于支架的压缩以及通过形

状较为复杂的血管。因此，实际使用的支架通透率

是有一定范围的。在生理条件下实际使用的支架通

透率范围为 60% ～86%，而这一范围数值的下限是

通过使用 2 个支架层叠来实现的。不同结构形状或

者不同网丝截面的支架对动脉瘤血流动力学特性具

有不同的影响。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圆型及矩形截面

支 架 对 脑 动 脉 瘤 血 液 动 力 学 的 影 响 进 行 了 研

究［38-39］。如曾堃等［19］研究了相同通透率条件下不

同网丝截面形状的支架对脑动脉瘤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 见图 4) 。

图 4 血管与支架装配模型

Fig． 4 Assembly model of the vessel and stent

4 基于血流动力学检测和优化的生物器械

血流动力学检测技术在临床疾病诊断与生物研

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目前有很多应用的实例，例如

GE 公司的 Vivid E9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迈

瑞公司的 iPM9800 血流动力学监护仪和飞利浦公司

的 Philips Ambient Experience Interventional Suite( 见

图 5) 。在国内，李洁等［40］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技

术观察糖尿病患者眼部视网膜中央动脉( CＲA) 、睫
状后动脉( PCA) 、眼动脉( OA) 血流动力学改变，旨

在研究眼部血管血流动力学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

生发展的相关性，探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技术在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应用价值。刘皎然等［41］运用

颅脑超声对大脑前动脉的血流动力学检测，并通过

大脑前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在早期筛选出颅内室

管膜下出血高危患儿，并及时加以关注和预防性治

疗，从而指导临床早期预防性治疗和判断已经发生

颅内室管膜下出血患儿治疗效果及预后，规划后期

治疗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于飞等［42］利用胸腔

电生物阻抗的方法测量人体血流动力学和心脏功

能，分析了代谢综合征对心脏血流动力学影响的特

点，中心性肥胖、脂质代谢紊乱、高血压及糖代谢异

常这些代谢综合征相关危险因素对血流动力学的影

响及其合并存在时心脏功能的改变，以确定无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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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力学监护系统在代谢综合征及相关危险因素中

的监测价值，为代谢综合征的防治提供依据。
在人工组织与动物组织移植的研究中，移植材

料的选取、手术成功与否都要根据术后血流动力学

表现来评定。因此，移植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医疗

设备，在很多研究与应用中都需要得到良好的血流

动力学表现支持。黄文等［43］在对膨体聚四氟乙烯

人工血管补片移植的研究中发现内皮细胞可以覆盖

e-PTFE 材料表面，其内膜增生主要是平滑肌细胞

和胶原纤维增生引起。主要原因可能是内皮细胞慢

性损伤、血小板聚集、血流动力学改变、材料与血管

顺应性不一致等。Deng 等［44］在研究血管材料水渗

透性与搭桥血管多孔性和手术成功率与手术时效性

的关系时，提出过高的水渗透性会影响血细胞与搭

桥血 管 的 相 互 作 用，会 提 高 搭 桥 失 败 的 可 能 性。
Jamieson 等［45］研究了牛心包瓣在治疗心脏瓣膜变

异疾病时的应用，根据临床数据发现手术后病人心

脏关注区域具有良好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未出现严

重的不匹配现象，且手术材料与其他移植材料 ( 猪

心包膜) 相比具有更好的耐用性。此外，张鹤等［46］

根据血流动力学参数来优化人工血管结构，建立在

低剪切力理论和血管结构的解剖发现等基础上，试

图通过对血管内壁结构的特殊加工即加入螺旋槽结

构来增加流速、阻止血栓形成和内膜增生等导致临

床失败因素的发生，提高人工血管的长期通畅率。
张治国等［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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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旋动流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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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望解决小口径人造血管的血栓问题［47-50］，如图 6 所

示，图 6( a) 是新型与传统小口径人造血管的结构示

意图，y 和 r 分别为血管的轴向与径向坐标，A-A 截

面( 即 y = 0 处) 为两种血管进行血流动力学参数对

比的起始位置; 图 6 ( b) 是旋流引导器的几何形状，

其螺旋线的波长为 4 mm; 图 6 ( c) 是旋流引导器的

剖面图，其旋脊的横截面为半圆形，厚度 0． 2 mm。

5 结论

血流动力学因素，包括血流速度、压力、流动分

离、二次流、壁面切应力、粒子滞留时间、流动紊乱

等，对于人体血管系统的生理和病理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深入了解心脑血管疾病病灶部位( 如动脉血

管的分岔、弯曲、狭窄等处) 的局部血流动力学评价

指标，可以很好地揭示和定量地描述血管病变的产

生和发展的情况，为临床医学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提

供重要依据。数值模拟的方法与临床血流动力学监

测手段能够较为准确地获得上述血流动力学参数，

对于临床手术方式的优化与设计提供科学的方法和

依据。目前，研究血流动力学的学者主要以血流动

力学参数评价手术的优劣，临床医生主要依据临床

测量的生理指标评价手术的好坏，而各类血流动力

学参数与生理指标均为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因素。要

明确确定血流动力学参数与生理指标之间的定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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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目前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导致学者与医生

之间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这是血流动力学在

医学上发展与应用的一大阻力。
随着数值模拟方法的逐步发展，一些新的计算

方法 ( 如 几 何 多 尺 度 的 方 法、流 固 耦 合 的 方 法

等［51-53］) 也不断涌现，使得学者与医务工作者之间

的交流显得更加重要。只有建立起学者与医务工作

者之间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逐步减小双方评价标

准之间的差异，才能让血流动力学在医学上有长足

的应用和发展。
血流动力学在临床上的应用对心脑血管外科手

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所有学者与医务工作者都

应当并正在不断努力，力争实现从经验型医疗向设

计型医疗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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