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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的瓣膜 

♥ 左⼼心： 
ü 僧帽瓣：左⼼心房與左⼼心室之間 
ü 主動脈瓣：左⼼心室與主動脈之間 

♥ 右⼼心： 
ü 三尖瓣：右⼼心房與右⼼心室之間 
ü 肺動脈瓣：右⼼心室與肺動脈之間 



瓣膜性⼼心臟病的成因 

♥ ⾵風溼性⼼心臟病 

♥ 退化性瓣膜疾病 
♥ 感染性⼼心內膜炎 

♥ 先天性瓣膜疾病 

♥ 外傷 



⾃自然病史 – ⾵風濕性⼼心臟病 
♥ 通常⾵風溼熱發⽣生後 12 ~ 19 年才開始有臨床表現 
♥ 從開始有臨床表現到NYHA⼼心臟功能指數4級約需

7 ~ 10年 
♥ 未接受任何治療者約可活40 ~ 50歲 
♥ 影響存活的因素： 

ü ⼼心房顫動：若有，10年存活率25%；若沒有，10年存
活率46% 

ü ⼼心衰竭的程度：若無症狀，10年存活率60%； NYHA
⼼心臟功能指數3級者， 10年存活率38%； NYHA⼼心臟
功能指數4級者，5年存活率15% 



僧帽瓣疾病 

♥ 僧帽瓣狹窄：僧帽瓣過度狹窄，造成⾎血
流不容易由左⼼心房進⼊入左⼼心室⽽而引發症狀 

♥ 僧帽瓣閉鎖不全：僧帽瓣無法正常關閉
，造成⾎血液由左⼼心室逆流回到左⼼心房⽽而
引發症狀 



僧帽瓣狹窄－疾病介紹 

♥  原因：⼤大多數是⾵風溼性⼼心臟病
引起的 

♥  病理變化： 
ü  瓣膜：葉⽚片黏合增厚、鈣化 
ü  腱索：增厚、黏合、縮短 



症狀與表徵 

♥ 症狀 :  
ü 呼吸困難：可能發⽣生急性肺⽔水腫 
ü 咳⾎血 
ü 胸痛 
ü 動脈⾎血管栓塞：左⼼心房擴⼤大、⼼心房顫動 à
⼼心房內產⽣生⾎血栓（有⼼心房顫動者發⽣生率20%） 

♥ 聽診：⼼心舒中期雜⾳音、肺囉⾳音  



診斷 

♥ 胸部X光檢查 
♥ ⼼心臟超⾳音波：經胸或經⻝⾷食
道 

♥ ⼼心導管：⼀一般⽽而⾔言不需要，
僅在年紀較⼤大需要評估是
否有冠狀動脈疾病或是⼼心
臟功能很差的病患才有必
要 



瓣膜開⼝口⾯面積與嚴重度 

♥ 正常：4-6cm2 

♥ 輕度：>1.5cm2 

♥ 中度: 1～1.5 cm2 

♥ 重度: <1 cm2 



僧帽瓣狹窄的⼿手術⽅方式 
♥ ⼿手術： 

ü 僧帽瓣修補術：將僧
帽瓣前後葉黏合處切
開 

ü 僧帽瓣置換術：主要
治療⽅方式 

♥ ⼿手術之替代⽅方案：經
由導管的⽅方式將僧帽
瓣撐開（ PTMV ） 



僧帽瓣狹窄的⼿手術適應症 

♥ 有因為僧帽瓣狹窄引起之症狀 

♥ 僧帽瓣狹窄達中度以上（開⼝口⾯面積⼩小於1.5 

cm2） 



僧帽瓣閉鎖不全－疾病介紹 

♥ 常⾒見於⾵風濕性⼼心臟病、僧帽瓣脫垂、⼼心內
膜炎 

♥ 病理變化依發⽣生的原因有所不同 



急性與慢性僧帽瓣閉鎖不全 
♥ 慢性僧帽瓣閉鎖不全： 

ü ⾵風濕性⼼心臟病 
ü 僧帽瓣脫垂 
ü 缺⾎血性⼼心肌病變：乳突肌缺⾎血 
ü 擴張性⼼心肌病變：左⼼心室擴⼤大 

♥ 急性僧帽瓣閉鎖不全： 
ü ⼼心內膜炎 
ü 腱索斷裂 
ü ⼼心肌梗塞導致乳突肌斷裂 



症狀與表徵 

♥ 症狀 :  

ü 呼吸困難及端坐呼吸： 肺⾼高壓 

ü ⼼心律不整 

ü 動脈⾎血管栓塞：左⼼心房擴⼤大、⼼心房顫動 à⼼心
房內產⽣生⾎血栓（有⼼心房顫動者發⽣生率20%） 

♥ 聽診：⼼心收縮期雜⾳音、肺囉⾳音  



診斷 

♥ 胸部X光檢查 
♥ ⼼心臟超⾳音波：經胸或經⻝⾷食道 
♥ ⼼心導管：⼀一般⽽而⾔言不需要，僅在年紀較⼤大
需要評估是否有冠狀動脈疾病或是⼼心臟功
能很差的病患才有必要 



僧帽瓣閉鎖不全的⼿手術 

♥  僧帽瓣修補術：優先考慮 
♥  僧帽瓣置換術 



僧帽瓣閉鎖不全的替代治療 

♥  使⽤用藥物改善左⼼心室功能，但無法使瓣膜
閉鎖不全改善：⽑毛地⿈黃、⾎血管擴張劑 

♥  若有⼼心房顫動，可使⽤用藥物治療⼼心房顫動：
⽑毛地⿈黃、⼄乙型阻斷劑或鈣離⼦子阻斷劑 

♥  使⽤用⾹香⾖豆素預防全⾝身性⾎血栓症 



僧帽瓣閉鎖不全的⼿手術適應症 

♥  急性僧帽瓣閉鎖不全：肺⽔水腫 

♥  慢性僧帽瓣閉鎖不全： 

ü  NYHA ⼼心臟功能指數III或IV 

ü  NYHA ⼼心臟功能指數I或II但是嚴重⼼心臟擴
⼤大或左⼼心室功能惡化或肺⾼高壓 



主動脈瓣疾病 

♥ 主動脈瓣狹窄：主動脈瓣過度狹窄，造
成⾎血流無法由左⼼心室輸出⾄至⾝身體其他器
官⽽而引發症狀 

♥ 主動脈瓣閉鎖不全：主動脈瓣無法正常
關閉，造成主動脈⾎血液逆流回到左⼼心室
⽽而引發症狀 



主動脈瓣狹窄－疾病介紹 

♥ 原因：先天性、⾵風濕性及退化性 
♥ 病理變化：葉⽚片之間黏合、鈣化 



症狀與表徵 

♥ 症狀 :  
ü 胸痛  
ü 暈眩 
ü 呼吸困難 
ü 動脈⾎血管栓塞 
ü 15 ~ 20%猝死 

♥ 聽診：⼼心收縮期雜⾳音 



主動脈瓣狹窄 
的預後 

症狀/症候 存活時間期望值 

胸痛 5 年 

暈眩 2-3 年 

呼吸困難/⼼心衰竭 1-2 年 



診斷 

♥ 胸部X光檢查 
♥ ⼼心臟超⾳音波：經胸或經⻝⾷食
道 

♥ ⼼心導管：⼀一般⽽而⾔言不需要，
僅在年紀較⼤大需要評估是
否有冠狀動脈疾病或是⼼心
臟功能很差的病患才有必
要 



主動脈瓣狹窄的⼿手術適應症 

♥  無症狀時：經主動脈瓣壓⼒力差 > 80 

mmHg 或主動脈瓣開⼝口 < 0.6 cm2 

♥  有症狀時：經主動脈瓣壓⼒力差 > 50 

mmHg 

♥  嚴重左⼼心室肥厚或肺⾼高壓：應盡快⼿手術 



主動脈瓣閉鎖不全－疾病介紹 

♥  ⾵風溼性⼼心臟病 
♥  感染性⼼心內膜炎 
♥  主動脈剝離 
♥  外傷 
♥  先天性⼼心臟病 



症狀與表徵 
♥ 症狀 :  

ü 呼吸困難 
ü ⼼心悸 
ü 端坐呼吸 

♥ 聽診： 
ü ⼼心舒張期雜⾳音 
ü 寬脈 



主動脈瓣閉鎖不全⾃自然病史 

♥  輕度⾄至中度：10年存活率 85 ~ 95% 

♥  嚴重： 1年存活率10 ~ 30% 

♥  ⼼心衰竭： 存活 < 2年 

♥  胸痛： 存活 < 5年 



診斷 

♥ 胸部X光檢查 
♥ ⼼心臟超⾳音波：經胸或經
⻝⾷食道 

♥ ⼼心導管：⼀一般⽽而⾔言不需
要，僅在年紀較⼤大需要
評估是否有冠狀動脈疾
病或是⼼心臟功能很差的
病患才有必要 



主動脈瓣閉鎖不全的⼿手術適應症 
♥  有症狀 

♥  無症狀時： 

ü  ⼼心臟擴⼤大：⼼心胸⽐比> 0.55 或左⼼心室舒張
末期直徑 > 50 ~ 55 mm 

ü  LVEF < 40%  



機械性瓣膜 

♥ 優點 : 耐⽤用度佳, 可⻑⾧長期使⽤用 

♥ 缺點 : 必須使⽤用抗凝⾎血劑 

ü 增加中⾵風 , 胎兒病變 , 出⾎血及周邊⾎血管⾎血
栓的危險性 



⽣生物性瓣膜 

♥ 優點 : 可不必⽤用抗
凝⾎血劑 

♥ 缺點 : 耐⽤用度不⾜足 , 

約10 -15年後需再
次置換 



瓣膜的選擇 

♥ 機械性瓣膜 : 需要終⾝身使⽤用抗凝⾎血劑，並
定期監測凝⾎血時間 

♥ ⽣生物性瓣膜 : 
ü 65歲以上的主動脈瓣置換 
ü 70歲以上的僧帽瓣置換 
ü 不易定期追蹤或無法按時服藥的病患 
ü 病⼈人有出⾎血傾向, 腸胃道出⾎血的病史 
ü 病⼈人的意願 



瓣膜⼿手術⾵風險性評估 
♥ 影響⼿手術⾵風險的因素： 

ü 年齡，性別 
ü 瓣膜疾病嚴重度：包括受損的瓣膜個數，是
否伴隨⼼心律不整，肺⾼高壓及⼼心臟功能好壞等 

ü 病⼈人之全⾝身性疾病：包括神經學異常，糖
尿病，慢性肺病，肝腎功能異常，周邊動脈
阻塞等等 

ü 是否為緊急⼿手術：包括⼿手術前是否有危及⽣生
命的狀態，是否有活動性感染等等 

♥ 依每位病⼈人病情不同⽽而有不同的⼿手術⾵風險 



瓣膜⼿手術可能的併發症 
•  ⼿手術後出⾎血 
•  ⼼心衰竭及低⼼心輸出量 
•  ⼼心律不整 
•  呼吸衰竭 
•  肝腎功能異常或衰竭 
•  感染症 
•  消化道出⾎血 
•  腦⾎血管病變(腦中⾵風
或腦出⾎血)或低氧性
腦病變 

•  ⾼高⾎血壓 
•  其他神經病變 
•  內分泌系統病變 
•  遲發性⼼心包膜積液, 肋
膜腔積液, 腹腔積液 

•  其他偶發之病變: 如主
動脈剝離症, 腹腔內臟
⾎血管(腸繫膜動脈)栓塞,
 周邊⾎血管阻塞, 上下
肢缺⾎血症等等 



瓣膜⼿手術可能使⽤用之⾃自費醫材 

♥ ⼼心臟保護液：⺫⽬目前使⽤用之⼼心臟痲痹液能
在⼿手術中對⼼心臟進⾏行適當之保護。⽽而經
由⽂文獻報告，有較新之⼼心臟保護液（HT

K溶液）可在⼿手術中對⼼心臟達到時間更⻑⾧長
的保護效果，每位病⼈人使⽤用時⼤大約需花
費新台幣⼀一萬元左右 



瓣膜⼿手術可能使⽤用之⾃自費醫材 

♥ 新⼀一代⽣生物性瓣膜：⼀一般使⽤用之⽣生物性
瓣膜⼤大約可⽤用10－15年即需再度置換。
⺫⽬目前有較新⼀一代的⽣生物性瓣膜，因為瓣
膜由⽣生物體取下後處理的⽅方式不同，⽽而
能使⽤用更久的時間，⼤大約80％能使⽤用超
過20年，但是需要⾃自費 



說明中若有不⾜足之處 
請詳加詢問 

並與主治醫師充分討論 
 

別讓您知的權益睡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