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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脈剝離多樣性臨床表徵
陳錦康, 楊世敦, 源嘉鳳 1, 謝旭滿 2

摘要
急性主動脈剝離是主動脈所發生最嚴重的一種急症，死亡率極高，以往在
發病最初48小時，每小時的死亡率高達1%；突發劇烈撕裂性的胸痛是最典型
的症狀，隨著病程的進行，胸痛可以移行至背部、腹部與肢體，同時也造成許
多不同的臨床表現，如心肌缺氧、心肌梗塞、頭暈、腦中風、暈厥、休克，腹
腔動脈、腸繫膜動脈、腎動脈或脊椎動脈血流不足、肢體無力等；臨床醫師必
須熟悉急性主動脈剝離的各種臨床表徵，藉著詳細的詢問病史、理學檢查與迅
速安排適當的影像檢查，方能達到早期診斷與治療的目的。
本文是中台灣一間社區醫院，近二年所診斷的五個急性主動脈剝離的病
例，藉著仔細描述他們發病的症狀、徵候以及診斷過程，並比較一些國外文獻
的報告，發現病人的臨床表徵與國外不盡相同，因此對急性胸痛病人的診斷，
胸痛的性質、變化，與測量雙側肢體血壓、脈搏，及醫師的警覺性都很重要。
關鍵詞： 主動脈剝離，急性主動脈剝離，經食道心臟超音波檢查

前言

離（AAD）是急性主動脈症候群中最嚴重的疾
病，若未能及時診斷與治療，其死亡率極高；

自從二百多年前開始有主動脈剝離的記錄

過去這種疾病的死亡率，如果未經治療，在發

以來，醫學界雖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對急性主

病前 48 小時，每小時增加 1% ，所以儘早確立

動脈剝離此一臨床重大急症之診治，至今仍充

診斷，方能使病人轉危為安。

滿著許多挑戰。

主動脈剝離主要肇因於主動脈內膜的撕裂，

主動脈剝離的發生率，約為每年每 10 萬人

血液經此裂口進入主動脈的中層而使內膜與其

有 2.6 至 3.5 人；根據余等從台灣 1996 年至

周遭之中層、外層分開，形成所謂的假腔；主

1

2001 年健保資料庫中的資料分析， 以 5654 位

動脈中層本身的出血與隨後造成所覆蓋內膜的

被診斷為主動脈剝離的病人，推算台灣的發生

破裂，也是另一種可能的致病機轉。主動脈剝

率為每年每 10 萬人中有 4.3 人。急性主動脈剝

離的分類有較常用的史丹福系統（A 型與 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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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早期的 De Bakey 系統（第一、二、三型），
史丹福的定義為只要是剝離涉及升主動脈時均
稱之為 A 型，其餘的便稱為 B 型；而 De Bakey
系統主要是根據剝離的起源而定義，第一型是
剝離起源於升主動脈，延伸至少至主動脈弓，
第二型是源於且局限於升主動脈，第三型是源
於降主動脈，並可向下或向上延伸。因此 A 型
等於是第一型與第二型的總稱。一般文獻將「急
性」定義為症狀發生後的 14 天內謂之。
主動脈剝離也存有一些變異型，例如 1.主
動脈內膜撕裂卻無血腫形成，或是 2.無內膜撕
裂 證 據 之 主 動 脈 壁 內 血 腫 （ Intramural

Hematoma, IMH），這種情形可能是主動脈的
營養血管 vaso vasorum 破裂所造成， 2 以及 3.
常與 IMH 同時發生的主動脈粥狀硬化斑塊上之

圖 1 、病例一的升主動脈剝離

穿透性潰瘍等。
以下是幾個發生在一間基層醫院實際的案
例，藉著對每位病人不同臨床表徵之詳細描述
與診斷經過，再度提醒第一線醫護人員，隨時
需要提高警覺，才能達到早期診斷與早期治療
的目的。

病例報告
【病例一】
病人陳先生， 54 歲，有高血壓病史並規律
服藥多年，血脂肪與尿酸也過高， 2 年前曾接
受主動脈瓣置換手術；某日清晨，突然感到後
背劇痛，並放射至胸部，有出冷汗的現象，即
圖 2 、病例一的主動脈弓剝離

刻被送至急診室。病人體重 113Kg ，血壓 148/

78 mmHg ，脈搏 56 次 / 分，呼吸 18 次 / 分，
意識清楚，心肺聽診正常，雖提及疼痛轉移至

【病例二】

腹部，但腹部並無壓痛現象，肢體活動正常，
左足背動脈的搏動卻無法測出， CBC 、一般生

病人辜先生， 64 歲，某日深夜至急診室求

化與 Tn I 均屬正常，心電圖顯示竇性心率過緩；

診，主訴肩胛間之深部背痛已有數小時，劇痛

急診醫師隨即安排了電腦斷層檢查，立刻得到

向胸前擴散，幾乎使之暈厥，同時還有氣促、

AAD-A 的診斷（圖 1,2），並有右腎及部份左
腎梗塞的現象，經過急診初步約 40 分鐘的處理

冒汗與四肢僵硬的情形，腹脹也有 1 天之久，

後，繼而轉送醫學中心進行緊急手術治療。

罹患肺結核，至今早已痊癒，偶有高血壓，抽

自述 2 天前曾去打網球；過去病史是 40 年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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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 40 多年，不久前才戒掉，常應酬喝酒，另有
左側輸尿管結石並造成左側水腎的病史。
急診室檢查發現，病人意識清楚，血壓

187/87mmHg，脈搏 73次 /分，呼吸 26次 /分，
未發燒，心臟聽診並無明顯雜音，呼吸音正常，
兩側肢體的脈搏無差別；當時之血液生化檢查
均屬正常， Tn I 0.01 ng/ml ，心電圖與胸部 X
光亦無異常發現；於四個多小時後複驗的 Tn I
與心電圖並沒有變化。在清晨時分，病人表示
仍有持續的背痛與腹痛，血壓仍高，不久即被
安排到心臟內科做門診的評估，此時其主訴為
前胸痛、背痛、輕微腹痛與腹脹有 1 天之久，
無噁心與腹瀉現象，當時病人意識仍清楚，心
圖 3 、病例二的降胸主動脈剝離

律規則，有輕微的心雜音，而腹部肚臍周圍有
壓痛現象，兩側的肋脊角處亦有敲擊痛，再一
次的心電圖檢查仍屬正常，但尿液常規檢查中
則出現顯微血尿：RBC 2-5 /HPF ，酮體（＋）
與潛血（＋），於是安排了日後的心臟超音波
檢查與立即的泌尿科門診，泌尿科醫師當時所
做的腎臟超音波並無特殊發現，病人於是再回
到急診；午後病人仍覺腹痛、腹脹，在做完清
潔灌腸後並未獲得緩解，所以又被安排至下午
的骨科門診，骨科醫師有鑑於病人多處不易解
釋且持續的疼痛而心生警惕，又發現病人兩臂
的脈搏強弱與血壓不同，隨即安排電腦斷層檢
查，立刻證實其臆斷，確為 A A D - B （圖 3 ,

4），病人主動脈的假腔由鎖骨下動脈持續延伸
到第四腰椎附近之降主動脈。經過醫學中心內
圖 4 、病例二的腹主動脈剝離

科的住院治療後，至今仍在門診定期追蹤。

測得血壓，腹部也有壓痛，血液常規與生化檢

【病例三】
謝先生， 52 歲，高血壓多年並規律服藥，

查正常，唯血鉀過低 2.55 mEq ，未測 Tn I ，

過去病史有尿酸過高、雙側腎結石與膀胱結石；

胸部 X 光顯示心臟擴大，心電圖有左前半束枝

某日上午被朋友送至急診室，主訴在 3 ∼ 4 小

傳導阻滯，腹部超音波發現有膽結石；由於懷

時前，左肩與左頸開始疼痛，接著又感到胸痛、

疑是主動脈剝離的典型症狀表現，主治醫師立

背痛與上腹痛，隔了一陣子左腰部與左腿也有

刻安排胸部電腦斷層檢查，也隨即證實了 AAD-

麻痛的感覺。急診時的血壓為 106/59 mmHg ，

A 的診斷（圖 5,6,7），病人在 1 小時後轉送至

心肺的理學檢查正常，左下肢脈搏減弱且無法

醫學中心手術治療，目前仍在門診追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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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四】
洪先生， 54 歲，每天抽煙 2-3 包超過 30
年，無明顯高血壓病史，但有一側腎臟先天發
育不良；某日清晨，突然感到左胸前疼痛，胸
痛在開始時並無撕裂感，也不會放射至背部或
腹部，於是上午便至心臟科門診就診，候診前
所測量之血壓，收縮壓據稱高達 220 mmHg；
近午時分在候診區內，病人突然因胸痛加劇而
跪地大聲吼叫呻吟，當時其主訴為胸口劇痛，
並延伸至兩側腰部，右腿還有麻木的感覺，由
於病人意識清楚、冒汗且不斷呼救，便被轉送
至急診室評估，其時病人右臂血壓 1 7 0 / 9 7

圖 5 、病例三的主動脈弓剝離

mmHg ，兩臂收縮壓差距達 20 mmHg 以上，
但無法測得右腿之血壓，心肌酉每並未升高，心
電圖只有輕微 STT 波變化，胸部電腦斷層檢查
隨即證實了 AAD-B 的診斷（圖 8）。轉送至醫
學中心手術治療後，目前已返回本院定期門診
追蹤治療。

圖 6 、病例三的升主動脈與降胸主動脈剝離

圖 8 、病例四的降胸主動脈剝離

【病例五】
病人邱先生， 49 歲，務農，有高血壓病史
圖 7 、病例三的腹主動脈剝離

而未規律治療，有煙酒嗜好；某日下午至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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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急診，主訴心悸、頭暈、頸部酸痛、視力模糊、
腰痠與下背痛有數小時，當時他的血壓 138/82

mmHg ，體溫 36.2℃，脈搏 54 次 / 分，呼吸 18
次 / 分，意識清楚，理學檢查與 CBC 、生化包

裂性（ tearing 或 riping）嚴重胸痛，疼痛可轉

括心肌酉每均正常，心電圖為竇性心率過緩，疑

移至其他部位，如頭頸部、背部、腹部等；前

左心室肥厚，胸部 X 光顯示主動脈弓變寬；當

胸痛合併頭頸部的疼痛，常是 AAD-A 的特徵，

實施電腦斷層檢查，病人雙手舉高時，仍感到

肩胛間痛或背腹痛則是 AAD-B 的好發部位。

頭暈及氣促，診斷結果為 AAD-A（圖 9,10），

急性主動脈剝離有時與暈厥、急性心肌梗塞、

而其四肢之血壓差異並未達 20 mmHg 以上。

心衰竭、腦中風、間歇性跛行同時發生。

急性主動脈剝離最典型的症狀是突發的撕

目前對發生急性主動脈剝離人數最多的研

隨後便轉送至醫學中心進行手術治療，目前仍

究是 IRAD （ 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Aortic

在門診追蹤。

Dissection） ， 3 它由 11 個國家的 21 個醫學中
心，從 1996 年 1 月開始到目前為止，收集了總
計約有 1500 例病人的分析報告；在 IRAD 早期
的研究中， 4 446 位 AAD 病人平均發病的年齡
為 63 歲，其中 65% 為男性，而 AAD-A 佔所有
病人數的 62%；他們的症狀以突發劇烈的胸痛
為主，佔 73% ，其中 AAD-A 與 AAD-B 之比
例為 79%：63%；背痛與腹痛則以 B 型為多，
AAD-B與 AAD-A之比例分別為 64%： 47%與
43%： 22%；放射性的疼痛與轉移性的疼痛亦
屬 AAD-B 較多，但無統計學意義；暈厥發生
於 9 % 的病人，其中 A A D - A 較常發生，與
AAD-B 之比例為 13%： 4% ，且預後較差。
梅約診所 5 對 1980 至 90 年間之 236 例主
動脈剝離病人的分析發現， 74% 有突發性嚴重
胸痛， 33 位病人（15%）卻無胸痛現象，不過

圖 9 、病例五的主動脈弓剝離

所有的病人中，慢性的主動脈剝離佔率高達

33% 。一般而言，根據各學者的統計，無痛性
的主動脈剝離佔 5 ∼ 1 5 % 。 6 , 7 另有一篇從
IRAD 中 之 997 位 病 人 的 分 析 ， 其 中 63 位
（ 6.4%）屬無痛性主動脈剝離，此類病人的特
徵是年紀稍長， A 型主動脈剝離比 B 型多，過
去病史中的糖尿病、主動脈瘤或曾接受過心血
管手術的比例較高，其院內死亡率甚至高於發
生胸痛者。
更早期的麻省總醫院， 8 在 1976 年發表了

圖 10 、 病例五的腹主動脈剝離與左腎動脈灌
流不足

124 例病人的分析中， 116 位（ 94%）主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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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性嚴重的胸痛，無痛性主動脈剝離僅佔

性主動脈瓣閉鎖不全、主動脈瘤、縱膈腔腫瘤、

5% ； AAD-A 與 B 的 前 胸 痛 比 例 懸 殊 ， 為
50%：6% ，但若合併背、腹痛時，則 AAD-A
與 B 之比例反轉為 50%：94% 。另外在他們的
統計中，移行性疼痛更佔了 71%（82 / 116）。

神經肌肉性疼痛、膽囊炎、急性胰臟炎、消化

床特徵與診斷過程；病例一、三、四均有嚴重

綜言之，突發性劇烈的胸痛是急性主動脈

的胸痛與移行痛，病人不會主動地形容為撕裂

剝離最重要的臨床症狀，發生率約為 70% 至

性疼痛，病例三提及單側的腰痛與腿部的麻木

90%； AAD-A 常造成前胸痛與頭頸部的輻射
痛， AAD-B 則常造成後背痛與腹痛；移行性

或疼痛，這是國外文獻所鮮少提及的；病例二

的疼痛可隨著剝離的持續進行而發生，也是此

因此臨床上容易被誤診，這也是為何最早被骨

病的特徵；有的研究發現無痛性的剝離高達

科醫師懷疑的原因；第二例的痛到全身僵硬與

15% ， 而 有 的 研 究 則 發 現 移 行 性 疼 痛 高 達
70% 。由於各家所做研究的地點、方法、時期

第四例痛到跪倒在地，均是罕見的描述；第五

均不相同，所以我們必須熟悉其研究之結果，

高血壓是急性主動脈剝離最重要的誘

性潰瘍…等。
表 1 是上述五位急性主動脈剝離病人的臨

的症狀由背腹痛開始，與 AAD-B 的特徵相符，

例的胸痛則不甚明顯。
因，在 IRAD 的研究中， 4 72% （ 326 / 452）

避免耽誤發生非典型症狀病人的診治。
急性胸痛症候群的病人中，發生急性冠心

的病人有高血壓病史，其中 A A D - A 者有

症的比例是急性主動脈剝離的 80 倍。 9 以症狀、

69% ， AAD-B 者有 72%；其他常見的誘因還

心肌酉每及心電圖系列的變化區分兩者並不太困

包括動脈粥狀硬化、主動脈瘤家族史、雙葉主

難，但也不可忽略其他少見心肺疾病的鑑別診

動脈瓣、主動脈窄縮、血管炎（如巨細胞血管

斷，如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引起的心肌缺氧、

炎、 Takayasu 血管炎、類風溼性與梅毒性主動

心包膜炎、肺栓塞、非主動脈剝離所引起的急

脈炎等）、結締組織病（如 Marfan 、 Ehlers-

表 1 、五位急性主動脈剝離病人的臨床特徵與診斷過程
性別 年齡

1 陳先生

男

54

診斷

高血壓病史

A型

有

臨床特徵與診斷過程
曾接受主動脈瓣置換術，典型的移行痛，左足動
脈脈搏減弱，右腎梗塞，進入急診室後半小時即
由 CT 正確診斷。

2 辜先生

男

64

B型

不明顯

劇烈肩胛間疼痛並放射至胸前、背部與腹部，多
科醫師診治後才由 CT 確定診斷。

3 謝先生

男

52

A型

有

典型的移行痛，左腰部疼痛，左腿麻痛，左腿無
血壓，在尚未檢驗 Tn I 以前，即由 CT 正確診
斷。

4 洪先生

男

54

B型

不明顯

胸痛移行至兩側腰部，右腿麻木且無血壓，右腎
先天發育不良（應無梗塞），由 CT 正確診斷。

5 邱先生

男

49

A型

有

主訴心悸、頭暈，胸痛不明顯，胸部 X 光顯示主
動脈弓變寬，由 CT 確定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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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8 AAD-A 的病人有脈搏缺損者佔 50%（27

Danlos 症候群、 Annuloaortic ectasia 等）、
Turner 症候群、心血管檢查或手術後、外傷、

/ 54），而 AAD-B 的病人則僅佔 15% （ 11 /
71）。所以根據上述的幾篇研究報告，可以發

過度運動（如舉重等）、懷孕末期、使用

cocaine 、糖尿病…等。 10-12
Chiappini 所發表 AAD-A 且接受手術的病
人中， 13 53% （ 259 / 487）有高血壓病史；
梅約診所的報告， 5 78% 的病人有高血壓，其
中 AAD-A 的有 72% ， AAD-B 的有 86%；麻
省總醫院的 124 位病人中， 8 發生 AAD-A 者
64% 有高血壓病史， AAD-B 者則有 96% 。一

現病人出現脈搏缺損比例的差異性很大，可能

般文獻很少同時記錄病人雙側肢體的血壓，有

性疼痛、胸部 X 光上呈現縱膈腔與主動脈擴大、

學者指出，若雙側肢體的血壓差別達 20 mmHg

以及雙側血壓與（或）脈搏的差異，此三者是

時， 9 急性主動脈剝離的可能即應列入考慮。

預測主動脈剝離發生的獨立因素。

除了血壓過高外，當病人發生血壓過低時，則

變化與許多不同的臨床表徵；其中對肢體血流

IRAD 所記錄的 1078 位主動脈剝離的病人
中， 522 人曾接受 TEE 的檢查，其中接受手
術治療的病人， 66%（285 / 434）有主動脈瓣
閉鎖不全（ AR ），而接受內科藥物治療的病
人， 43%（ 38 / 88）有 AR ，這種高比例的發
現，可以印證 TEE 確是診斷主動脈瓣閉鎖不全
的利器。 IRAD 早期的報告中， 4 有 AR 音記
錄的， AAD-A 佔 40%（ 117 / 289）， AADB 佔 11%（ 20 / 175）。另在梅約診所的報告
中， 5 10%（ 22 / 217）的患者有 AR 雜音，且
均 屬 於 AAD-A 。早 期 的 麻 省 總 醫 院 的 報告
中， 8 AAD-A 佔 68%（36 / 53）， AAD-B 僅
佔 6% （ 4 / 71 ）的病人發現有 AR 的雜音。
Kodolitsch 甚至指出， 9 根據多變數分析， AR
的雜音可以預測 AAD-A 而排除 AAD-B 的發

影響的方面，測量雙側或同側上下肢體的脈搏，

生。所以根據上述的幾篇研究報告可以發現，

與血壓的測量同等重要。 IRAD 早期的研究中，

病人出現 AR 雜音的差異性相當的大，可能與

4

年長的病人大多都有程度不等的 AR 有關，也

原因是許多的研究均是採取回溯性的統計，而
沒有理學檢查的詳細記錄，因此也提醒我們，
對於急性胸痛的病人，不可忽略測量其雙側血
壓與脈搏的重要性。 Kodolitsch 亦指出， 9 臨
床上有 35% 的主動脈剝離未曾被懷疑到，診斷
均來自意外性的發現；而突發撕裂性的主動脈

14

必須考慮更多的臨床重症，如急性心包填塞、
心衰竭、其他心源性疾病、主動脈破裂...等。
若出現頸動脈怒張、矛盾脈時，則應儘速進一
步處理。綜言之，高血壓是主動脈剝離最重要
的誘因，根據許多的統計，病人大多都有高血
壓的病史，而 AAD-B 的病人患有高血壓之比
例較 AAD-A 稍高；病人在病發時，臨床醫護
人員不要忽略比較兩側肢體，甚至上下肢的血
壓；在病發後對血壓的控制，亦是減少主動脈
的壁應力與避免疾病惡化最直接的方法。
由於急性主動脈剝離可隨著病程的進展，
向下或向上延伸，因而阻斷了許多主動脈主要
分枝血流的供應，造成不同器官或肢體缺血的

446 位 AAD 的病人， 15% （ 69 / 457）發生
脈搏缺損，其中發生 AAD-A 的比例較 AADB 高，為 19%：9%；同一系列最近所發表 1078
位病人中， 14 其中有 522 位做過 TEE 的檢查，
26%（ 135 / 522）發生一處以上的脈搏缺損。
另在梅約診所的研究報告中， 5 只有 6%（ 14 /
236）的病人發生脈搏缺損，而第 1 型比第 2 型
或第 3 型常見。早期麻省總醫院的研究報告

可能與急性發作時理學檢查結果的準確性有關。
理學檢查對發現 AR 的靈敏度不若心臟超音波，
尤其是 TEE ，由此可瞭解 TEE 近來被列為診
斷急性主動脈剝離三大利器之一的部份原因。
隨著主動脈剝離的持續進行，一些神經系
統的血流供應受到影響或阻斷後，產生缺血或
梗塞方面的徵候， IRAD 最近發表且做過 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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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的 522 位病人中， 14 入院時有 16%（ 84 /

427），肋膜積液者佔 19%（82 / 427），而完
全正常的只佔 12%（ 53 / 427）。梅約診所早
期所發表的統計中， 5 AAD 的病人有 81%（155
/ 192）的主動脈直徑變寬， 18% （ 35 / 192）
縱膈腔變寬， 4%（ 7 / 192）出現肋膜積液，
而僅有 12%（ 23 / 192）完全正常。更早期麻
省總醫院所發表的統計中， 8 AAD 的病人有
84%（98 / 116）的主動脈或縱膈腔變寬， 10%
（ 11 / 116）出現肋膜積液，僅有 4%（ 5 / 116）
胸部 X 光完全正常， 10 位出現「鈣化徵候」的
病人全屬 AAD-B 。綜合上述數篇的臨床報告，
AAD 病人的胸部 X 片大多有主動脈或縱膈腔

522）發生神經學上的缺損，昏迷或意識變化
的有 13% （ 66 / 522），在住院期間發生之神
經學上的缺損增為 26%（138 / 522）；而 IRAD
早期的研究中， 4 卻只有 5%（ 21 / 447）病人
有腦中風的記錄。梅約診所在早期的研究
中， 5 有 6%（ 13 / 217）的病人發生腦中風、
昏迷或意識變化、周邊缺血性神經病變或下肢
感覺異常等病狀。更早期麻省總醫院的報告中
有 19% （ 23 / 124）的病人發生腦中風、昏迷
或意識變化、周邊缺血性神經病變、缺血性脊
髓損傷等症狀。 8 因此 AAD 所造成神經學上的
表現或疾病，應低於 1/4 。

變寬的現象，而其他如鈣化徵候、肋膜積液、

其他在病程中可能出現併發症，如心肌梗

主動脈邊緣是否清晰、心臟的肥大…等，都是

塞、心肌缺氧、腸系膜動脈的缺血或梗塞、急

判讀時的要點。本文僅病例五之 X 光片上呈現

性腎衰竭、腎梗塞、低血壓、心包膜填塞，與

主動脈變寬的現象。

肢體的缺血、間歇性跛行等，醫護人員均不可

心臟超音波的臨床應用，為非侵襲性心臟

掉以輕心。罕見的臨床發現也偶有報告，例如：

造影檢查的里程碑。由於經胸前心臟超音波檢

聲音沙啞、聲帶麻痹、 Horner 症候群、上腔靜

查（ TTE）不能完全檢查大多數病人的遠端升

脈 症 候 群 、 吞 嚥 困 難 、 球 部 麻 痹（ b u l b a r

主動脈、主動脈弓與降主動脈，所以 TTE 對

palsy）、胸鎖關節的搏動、咳血、上消化道出
血、連續性心雜音、急性周邊動脈阻塞、腿部

AAD 診斷的敏感度只有 59 ∼ 85% ，而特異度
也只有 63 ∼ 96%；反而 TTE 對 AAD 的常見併

深部靜脈栓塞，與兩側睪丸的疼痛等。本文的

發症，如主動脈瓣閉鎖不全、心包積液或填塞，

五位 AAD 病人中，第一、三位病人（均為 A

與局部左心室壁活動之評估相當容易。繼之經

型）發生脈搏缺損或血壓差距過大，是最明顯

食道心臟超音波檢查（ TEE）的進展，更增加

的臨床徵候，甚至是引導醫師正確診斷的端倪。

AAD 診斷的準確度； TEE 可在病床邊實施，

除了病史、理學檢查與心電圖外，胸部 X

病人只需接受輕度的鎮靜或麻醉，更不需使用

光是急性胸痛最基本的檢查，站立式的攝影影

顯影劑注射；TEE 配合雙平面或多平面的探頭，

像品質較佳，在判讀上雖嫌主觀，但對縱膈腔

再加上彩色杜卜勒血流的描繪，以及主動脈 M

與主動脈是否變寬，則是必須留意的重點。其

型超音波活動軌跡的記錄，則更可進一步評估

他變化還包括單側或雙側的肋膜積液、主動脈

內膜的裂片、真假腔中的血液流動或血栓是否

邊緣是否因血液滲出而模糊、是否出現主動脈

形成、近端冠狀動脈是否阻塞 ...等重要資訊；

弓的外緣與其內膜鈣化的距離超過 1cm 的「鈣

不過偶而因為氣管與其主要的分枝妨礙 TEE 對

15

化徵候（ Calcium sign）」， 同時還儘可能要

升主動脈的遠端與主動脈弓近端的評估，以及

與過去的 X 光比較，查看是否有新近的變化。

不能完全偵出內膜的撕裂口，則是其缺失。

4

胸部 X 光呈現縱膈腔變寬者佔 6 2 % （ 2 6 3 /

Bossone 以 IRAD 的資料統計， 14 使用 TEE 以
前，影響 AAD-A 預後的因素為年齡超過 70

4 2 7 ），主動脈外形異常者佔 5 0 % （ 2 1 2 /

歲、脈搏的缺損、腎衰竭，與血壓過低、休克

在 IRAD 的統計中， 急性主動脈剝離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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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使用 TEE 以後，預後較佳的因素則改變

Moore 更比較了 TEE 、 CT 、 MRI 與主動

為剝離僅侷限於升主動脈與假腔中已形成血栓

脈造影這四種診斷方法對急性主動脈剝離及其

兩項。

剝離段假腔中的血栓是否形成或是出現心包積

A 、 B 次型的敏感度： TEE 88% ， CT 93% ，
MRI 100% ， Aortography 87% 。 16 本文所有
五位 AAD 病人的診斷皆由 CT 證實。
主動脈剝離的治療， A 型以外科手術為
主， IRAD 所登記的病人中，接受手術的約佔
80% ， 14 B 型的病人大約有 20% 接受手術治

液；若使用 CT 血管三維重建術時，更可評估

療；手術包括切除主動脈內膜的裂片與封閉其

主動脈各主要分枝的血流是否受阻。但 CT 不

裂口、置換有病灶的主動脈節段、重新接合主

易定位主動脈內膜撕裂之開口，對 AR 亦不能

要的動脈分枝與修整或置換主動脈瓣…等，當

有效診斷。

不適於手術時，則多導因於病人本身的意願，

由於大多數的醫院均能急做電腦斷層，檢
查不似主動脈造影術具有侵犯性，所以 CT 作
為主動脈剝離初選之診斷工具的比例與日俱增。

CT 的操作容易，同時也可以客觀地顯示主動脈

磁振造影（MRI）對主動脈剝離診斷的敏

或是病人另有其他疾病而不能手術。 B 型則以

感度與特異度均達 98% 以上，若注入 gado-

降血壓與內科治療為主（75% 以上），若需要

linium 後（腎功能不佳者應避免），更可評估

藉助外科手術時，則表示病情複雜或有了進一

主動脈分枝的通暢性；但對於裝有金屬植入物

步的惡化（如表 2）。 21 近年，許多經皮主動

如心律器、去顫器或血管夾的病人， MRI 卻是

脈內之介入治療的使用， 17,18 如 endovascular

禁忌，病危病人過多的管路與監測裝置亦無法

stent grafting 或 balloon fenestration ，雖屬初
期較小規模治療 AAD-B 的臨床經驗，但卻有
不錯的臨床成績。 19,20 台灣的經驗顯示， 1 81%
的病人接受內科治療，只有 19% 病人接受手術。

被 MRI 狹小空間所容納，同時它對 AR 的診斷
仍不完善，所以目前臨床上其使用率仍低於電
腦斷層。

表 2 、主動脈剝離治療的選擇
外科手術

1. A 型急性主動脈剝離的首選
2. B 型急性主動脈剝離，合併下列之一：
a. 剝離逆行性向上延伸至升主動脈
b. Marfan 症候群
c. 主動脈破裂或即將破裂
d. 剝離持續進行且危及重要器官的血流

內科治療

1. 非複雜性 B 型急性主動脈剝離的首選
2. 穩定的主動脈弓局部剝離
3. 慢性或超過兩週穩定的 B 型急性主動脈剝離

介入治療

1. 以支架移植血管（ stent graft）封閉假腔入口及撐開真腔
a. 不穩定的 B 型主動脈剝離
b. 灌流不足症候群
c. 穩定的 B 型主動脈剝離（目前仍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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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衰竭、急性或陳舊性心肌梗塞、曾有主動脈
瘤或動脈硬化的病史、年紀超過 70 歲、發生脈
搏缺損，與先前曾施行心臟手術治療…等。
根據 Trimarchi 對 IRAD 的分析， 526 位
接受手術的 AAD-A 病人，在醫院中的死亡率
達 25% 。 AAD 的病人以 B 型接受內科治療的
預後最佳，而 A 型接受內科治療的預後最
差； 4 不過這些統計都是根據國外許多醫學中
心研究所得的結果，不一定適用於國內，更不
一定能反映一般社區醫院的實況；而不論是 A
型或 B 型，長期追蹤 10 年的病人存活率均在 30
∼ 45% 以下，所以持續密切追蹤病情的變化也
很重要。

結論
主動脈剝離是一種死亡率極高的重症，早
期的診斷可以幫助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顧；雖然
它的典型症狀是急性撕裂性胸痛，亦常有輻射
性與移行性疼痛的表現，但也可能隨著病程進
展而產生不同的表現與症狀，所以針對頭暈、
腦中風、頭頸部疼痛、心肌缺氧、急性心肌梗
塞、主動脈辦閉鎖不全的雜音、聲音沙啞、咳
血、急性心包填塞、暈厥、背痛、腹痛、腸繫
膜動脈灌注不良、脈搏缺損、肢體血壓差別過
大、肢體感覺異常、間歇性跛行等臨床各樣的
表徵，均應探究其根本原因。
本文整理了一間基層醫院近二年所診斷之
五位病人的臨床特徵與診斷過程，強調對於急
性胸痛的病人，尤其是伴隨各種不同部位疼痛
描述的病人，不可忽略主動脈剝離的存在。因
此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必須熟悉病人之各種症狀，
警覺於主動脈剝離的可能，再藉著正確的理學
檢查與現代的診斷儀器，才能迅速得到正確的
診斷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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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AN PRESENTATIONS OF AORTIC DISSECTION
Chin-Kang Chen, Shin-Tun Yung, Jia-Fong Yuan1, Shiu-Man Hsieh2

Abstract
In clinical practice,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is the most common fatal cardiovascular
emergencies that involves the aorta. It was associated with a mortality rate as high
as 1% per hour during the first 48 hours after the onset of symptoms if untreated.
Classical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has been described as presenting with sudden, severe
chest, back, or abdominal pain characterized as ripping or tearing in nature. However,
not all acute aortic dissections present with classical symptoms, many cases with this
disease were reported to have presented with diverse features and variable manifestations.
The initial aortic tear and subsequent extension of dissection along the aorta can produce
many clinical diseases, like myocardial ischemia,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dizziness,
stroke, syncope, shock, malperfusion of celiac, mesenteric renal or spinal artery,
weakness of limbs. Attending physicians must have a high index of clinical suspicion
for this condition,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an be achieved by detailed history
talking,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appropriate arrangement of imaging modalities.
To promote continued improvement in the prompt recognition of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we present 5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t a community hospital in
central Taiwan in the recent 2 years, and compared thei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ith
some other published papers.
Key words: Aortic dissection,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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