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八歲的何先生，自

二十餘歲起便經常往來

內地大城市及香港。近月，他發

現有心翳，由於上一代有不少家

族成員都有心臟病史，故他在太

太催促下，當完成手上工作後，

便到醫院進行檢查，結果一檢查

便發現兩條心血管都有嚴重阻塞
情況。

「其實我在家族中是最健康

的一員，大學時是運動健將，甚

麼運動都玩。飲食方面就沒有太

大規限，我有運動嘛，所以吃得

多一點，肉是多一點，酒類也有

飲，和生意夥伴進餐，是需要飲

點酒的……」何先生說。雖然家

庭醫生有提醒他要注意飲食，估

不到，他未趕得及正視飲食問題
前，已發現有心口痛。

第一代 聚左乳酸

像何先生的情況並非罕見，

近年有不少年輕人士突然感覺心

口翳悶或心口痛，經檢查後發現

心血管阻塞。心臟專科郭安慶醫

生說，他處理過一名二十七歲病

人，心血管百分百栓塞，他不禁

懷疑，到底病人平日進食甚麼，

才會導致如此嚴重的血管阻塞！

心血管阻塞導致心肌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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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安慶醫生以主席團成員身份出席在
美國舉行的「經導管心血管治療大會」。
設計：楊存孝
攝影：楊耀文
撰文：陳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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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病，是香港第二號殺手病，根據衞生防護中
心二○一五年最新統計數字，每十萬名人口中便有
八十至九十人死於心臟病！幸得醫療科技不
斷進步，及早治療，病人生存機會高，日
後生活質素亦能維持。
為心血管阻塞病人通波後植入的心
血管支架，亦不斷改良換代，繼大豆纖維製
成的全吸收式支架後，最新推出的是鎂金屬全吸
收支架，為治療帶來更多選擇！

鎂金屬支架支撐
力佳，一年內被人
體吸收。

是目前最常見的心臟疾病。病人

▲

▲

斷研發新支架，希望病人得到最

屬製，但在一年內會完全溶解，

「郭醫生說這個新支架是金

▲

可以接受通波仔治療，將阻塞的
血管重新擴闊並植入支架，令血
流回復暢順。惟植入支架後有機

佳的治療效果，及將復發率減至

溶解後可以被人體吸收。我說：

是適合植入此類支架的病人。

最低，對身體而言，支架是「異

『咁神奇？要試啊！』不過他解

會再出現晚期栓塞，故醫學界不

物」，研究亦希望物料是人體親

塞狀況都適合，我另一條心血管

釋，不是每一名病人或每一種阻

）。最新的鎂
和（ Biocompatible
金屬全吸收支架，便是最新的科

同樣有阻塞，就無法用這個新支

郭醫生在會內分享生
物全吸收式支架（包括鎂
合金支架）手術經驗。
上一代的全吸
收式支架是聚左
乳酸，由大豆纖
維製造。

架！」何先生說。

到底這種最新鎂金屬全吸收

支架是甚麼神奇物料，可以在人
體內溶解？

養和醫院心臟科中心主任郭

安慶醫生說，第一代可溶解全吸

一二年在
收式心血管支架於二 ○
香港使用，期間技術和經驗亦不
斷改良。

「第一代全吸收式支架屬

聚左乳酸，即塑膠。聚左乳
PLLA
酸普遍使用於醫療物品，例如可

12/11/2016 21: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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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鎂合金全吸收式支
架，為心臟病人提供新選擇。

技產品。三十八歲的何先生，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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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安全性極高的物料。另外一些
樣斑塊，通波時球囊膨脹擴闊血

仔手術時，如病人心血管內有粥

郭醫生解釋：「當進行通波

防火牀單、睡衣等都以聚左乳酸
管，然後植入支架，故支架要有

並被人體吸收。通波手術後，支
扁。故對於嚴重鈣化的心血管，

聚左乳酸支架撐起的血管可能較

由於聚左乳酸支架規限，有

很多心血管阻塞情況都不適用，

故不能取代金屬支架，亦沒有證

據顯示全吸收支架比藥物塗層金

屬支架好！「每位病人的病情不

一樣，每一條血管阻塞位置及程

度都不同，故要採用適合的支

架。亦沒有證據顯示全溶解支架

用後不會再阻塞，它和金屬支架

一樣，病人在術後仍然會有百分

之四至五機會會再阻塞。」郭醫
生說。

不過，由於治療心血管阻塞大

方向仍然以不留下任何支架為目

標，故目前有廿餘家醫療科技公司

致力研究可溶解支架，希望可以取

代無法溶解的支架。而這個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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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的縫線、美容針，是一種人

製造。」他說。
相當承托力，想像如斑塊太硬，
聚左乳酸血管支架或會無法撐起

架最後溶解消失的好處是，心血

應該有另一個支撐力較強的供選

血管壁，始終支撐力不及金屬支

管不再像被水喉管套住一樣，可

擇；另外一些太彎、直徑太闊或

這種物料製成的心血管支

以回復彈性，血管隨着人體需要

太小，生物全溶解支架都不適

架。金屬支架撐起的血管較圓，

而擴張和收縮，以增加或減少血
用。」

化未必適用。

力不及金屬支架強，故血管太硬

流供應量。不過，聚左乳酸承托

架，可於植入後兩年完全溶解，

承托較弱 限制較多

檔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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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金屬全吸收式支架，正是這個研

以主席團成員身份參與的郭安慶醫生
指出，生物全吸收支架仍然是支架技術發
展的大方向。現有超過二十個新一代的生
物吸收支架在研發當中，希望「優化第一
代生物吸收支架的不足，例如縮短吸收速
度，減低其厚度，改良置放支架技術，配
合血管影像如OCT等等。

究大方向下的最新產品。

會議上，專家公布了第一代生物全吸
收支架三年來的治療成效及數據，結果顯
示這一代的生物全吸收支架在臨牀成效方
面，未能比現有合金藥物支架優勝，而中
國的數據顯示它與合金藥物支架的成效相
若。

▲ 在OCT協助下，可以見到支架植入後，
血管腔內的狀況。
▲ 圖為三維OCT顯示通波時，
血管腔內的影像。

月前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經導管心
血管治療大會」，是全世界最大之介入治
療手術示範會議，聚集全球心臟介入治療
專家。

案
療

醫

第一代全吸收式支架
有 待 優 化

「鎂合金全吸收支架，是全

會利用血管造影及血管內腔超聲

現時進行通波仔手術，除了

而金屬支架在遇水後會慢慢

▲

理局檢測研究後批准才能使用。
就目前治療個案，我們發現
有些鈣化血管用後都有不錯效

溶解支架中的另一個選擇，以鎂

波置放支架至適合位置外，病人

果。」郭醫生說。

合金製造，它具有金屬支架的承

在術後亦會進行光學相干斷層掃

一年內吸收 支撐佳

托力，故植入後可以保持血管呈

描，以檢視血管腔情況。

到，植入鎂金屬全吸收支架的心

「從光學相干斷層掃描中看

圓形，確保血流暢通。雖然是金
屬但可以被人體完全吸收。
目前醫學界使用這最新支架

國，香港於七月開始使用至今是

分解，之後被人體吸收，大約在

血管可以回復圓管狀。」郭醫生

亞太區首例，共有十五宗個案。

一年後，支架便完全消失，而心

的經驗仍屬起步階段，全球暫時

繼香港後，馬來西亞、新加坡、

血管亦已完全復元，有正常的擴

說。

澳洲、新西蘭及歐洲都陸續使

張及收縮能力。

▲ 這支七百五十毫升礦
泉水，含五十一點四毫克
鎂，大約等於四至五個鎂
金屬支架的鎂含量。

鎂金屬生物全溶解支架由德國科技公司研發，每個含
八點五毫克鎂，並有生物溶解塗層，確保藥物有效釋放，抑
壓細胞增生；它比聚左乳酸支架有更強的支撐力。在植入
後，經接觸水份逐漸在十二個月溶解，最後被人體吸收。

回復彈性 血管重生

既然新支架有上述優勢，是

否可以取代上一代的聚左乳酸支

架？郭安慶醫生說，由於鎂金屬

支架推出不久，目前供應尺碼有

鎂合屬支架在接觸水後會逐漸溶解，大約
在十二個月完全溶解並被人體吸收。

架會較合適。

傳統的藥物塗層金屬支

彎、太窄或太闊，使用

心血管阻塞位置太

適合才可使用，如病人

調，必須檢查過後認為

用這種新支架，但他強

過不少內地病人要求使

科技產品，郭醫生就遇

由於鎂金屬支架屬

易。

波手術，都相對容

後再阻塞需要再進行通

年輕病人，因為就算日

吸收式支架一般用於較

郭安慶醫生說，全

選用聚左乳酸支架。

吸收式支架，右動脈就

狀動脈能使用鎂金屬全

七十至八十阻塞，左冠

冠狀動脈各有百分之

像何先生，左及右

管病變選擇性使用。

及數據，都是看個別血

限，況且要觀察其長遠臨牀表現

大家或許會疑惑，身體吸收了八點五毫克鎂屬安全水平
嗎？郭醫生說，人體需要鎂質，我們每天從不同食物中會攝取
鎂，以一枝一公升礦泉水為例，大約含六十五毫克鎂，如果我們
飲用了一公升礦泉水，即吸收了八個鎂金屬支架的鎂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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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百名病人使用，大部分在德

用，美國需要等待食物及藥物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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