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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中美两国开展更多
PVD国际间合作研究

Ardeschir Ghofrani

心血管医生应重视PVD诊断

您 对 中 国 PVD 了 解

如何？

我们与中日医院、阜外

医院、朝阳医院等在 PAH

领域合作开展了很多研究，

包括基础与临床方向；高原

医学也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之一，因此与西藏大学也展

开了特别合作。PVD 对高

原地区居住人群的健康状

况、身体活动能力、长期生

存率影响很大。研究治疗

这些疾病的药物将造福上

百万人，尤其是中国，其高

原地域宽广，人口众多。

心血管医生对 PAH 有

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心血管病与 PAH 有较

强相关性，如果患者出现

不明原因呼吸急促，心血

管医生应怀疑 PAH。需强

调的是，对于 PAH 诊断，

超声检查的应用已非常充

分，但最好能对患者进行

最少一次右心导管检查。

Ghazwan Butrous

限制PVD诊治最关键不是治疗水平
而是诊断意识缺乏

您如何看待中国

PVD 诊 治 水 平？ 您

认 为 有 哪 些 不 足，

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 来 过 中 国 很

多次，也去很多中国

医院参观交流过。像

中国这样地域辽阔的

国家，很多患者来自不

同地区和生活环境，中

国医生在接诊、治疗众

多患者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所以我认为，中国

的医疗人员都很优秀，且

科研水平也很高，特别是

在 PAH 诊治方面，已达到

了国际水准。欧洲国家即

使医疗技术已很先进完善，

但并未有像中国这样的医

疗现状，如此多的患者，

从这个层面讲，欧洲可能

也不及中国在 PVD 所做的

工作。

针对 PVD，我认为最

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医生或

专家的知识水平，而是临

床医生对疾病的意识。限

制 PVD 诊治最关键的问题

不只是疾病的治疗，更多

的是漏诊及误诊。很多患

者无法及时确诊，可能因

为基层医生不知道如何诊

断、处置 PVD 患者，而这

将导致患者处境和疾病治

疗变得更困难、严峻。其实，

这个问题在欧洲也同样存

在，因此我们应更多考虑

的是如何提高医生的诊断

意识。本次大会也呼吁全

球重视 PVD 辨识和诊断。

您认为本次大会的意

义有哪些？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提高所有医生对 PVD 疾病

的意识，让基层医生也能明

确 PVD 是什么样的疾病？

患者应得到怎样的治疗？

因此，我希望医生参加此

次会议后能知道 PVD 如何

诊治，不再忽略 PVD 患者，

甚至延误病情，危及患者

生命。

是否有中国研究影响

过您？

当我第一次到中国交流

时就了解到，中国医生使用

传统中草药治疗该疾病，可

谓将古老的知识再升华，这

让我很敬佩。而我此次报告

的内容也有很多知识来自于

中国，因此中国对 PVD 研

究进展有着显著贡献。

您怎么看国际肺血管

病研究院（PVRI）中国会

员的作用？

中国是参与这一领域

科研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中国目前与国际上很多医

疗机构都有紧密的合作交

流，并能重视本国研究。

我认为这点很重要，科学

家不仅要多参与国外研究，

还要更多深入做好本国研

究，找到自身的特点。

您对中国的 PVD 研究了

解如何？

我与中国研究者合作已

将近 10 年，主要涉及肺血栓

栓塞性疾病和特发性肺动脉

高压两方面。中国 PVD 患者

众多，并开展了不少临床研

究，因此很多制药企业愿意

与中国合作，开展更多新药

探索。

中国人口众多，很多肺

动脉高压（PAH）患者并不

了解相关疾病知识，这是中

国医疗一个很大的挑战，您

有哪些建议呢？

王辰院士及阜外医院等

组织过多次 PAH 领域的学术

会议，如北京国际心血管病

论坛肺血管病论坛，每次参

会都能看到中国各地的医生

参与，这些会议让这一领域

的最新进展可以最快地推广，

不断促进 PAH 诊疗水平提升。

中国吸烟及慢性阻塞性

肺 疾 病（COPD） 患 者 人 数

众多，且吸烟与 COPD 关系

密切，您如何看待 COPD 与

PVD 的关系？

我认为两者密切相关。

虽然不是每例 COPD 患者都

会发生 PVD，但 COPD 合并

PAH 时，患者的生存情况一

定会更差。现在临床还不能

完全做到及时、准确地诊断

PAH 和 COPD，治疗结果也

并不令人满意，但我认为，

情况已慢慢开始改变，因为

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该领

域，推动 PVD 医疗进展。

开展注册研究很重要，

但中国注册研究较少，您认

为原因是什么？

中国注册研究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目前，英国有很

多相关研究、资金支持及医

疗资源，可用于公众研究和

教育。英国注册研究工作主

要由政府主导，而研究所需

大量的资金，更多由制药企

业支持。据我了解，中国也

在致力于培训医生、护士及

研究者，完成更多注册研究

工作。

Martin Wilkins

越来越多研究
推动PVD诊疗完善

国际大咖热议中国肺血管病防治
▲《医师报》记者  王坤 牛艳红 

您 认 为 中 国 肺 血

管疾病（PVD）诊治有

哪些不足之处吗？

由于人口及种族差

异，与欧美国家相比，

中 国 PVD 诊 疗 仍 存 在

较大争议。而目前中国

PVD 治疗程度仍有限，因

为大部分药物价格都较高。

实际上，美国也存在这个

问题，虽然美国大部分药

物都已纳入医保范围，且

新医改政策也使大部分患

者都能拥有医保，但仍有

部分未覆盖的人群。对于

这部分患者，美国有不同

组织提供资金为其偿付医

药费，或将患者纳入临床

试验中接受治疗。据我了

解，目前中国也已开展了

这样的临床研究，让更多

患者获益。

您如何看待中国 PVD

研究和治疗水平？对提高中

国科研水平，您有那些建议？

过去，由于欧美国家

医疗及经济资源更丰富，

因此能为患者提供更昂贵

的药物和更先进的治疗方

案。相比欧美，中国关于

PVD 研究和治疗方面的资

源始终有限。但近几年，

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善，

中 国 PVD 研 究 水 平 已 逐

渐与欧美国家相当。

此外，中国有着欧美

国家不具备的优势。在欧美，

大部分 PVD 患者均已接受

治疗，很难进行新型药物

试验，而中国患者却有很多

机会开展这类研究。我认为，

中国医生应与欧美国家合

作开展更多、更大规模的

研究。中国 PVD 患者众多，

医生有机会对不同分子靶

点进行研究，开发新的治

疗药物，而这个机会对欧

美与中国都弥足珍贵。

4.indd   1 2015-1-17   11:2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