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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胸骨下递送系统，包括：

柔韧的护套，具有内部腔；

细长工具，具有近端和远端，配置成滑动地设置在所述内部腔内，其中所述细长工具包

括预偏向的曲率，所述预偏向的曲率被取向成在所述工具的远侧部分处形成弯曲，所述弯

曲位于距所述远端1至4英寸处；以及

把手，耦合至所述细长工具的近端，其中，所述预偏向的曲率被取向成使得所述远端在

所述细长工具在胸骨下空间中前进期间被布置成与胸骨接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端被配置成在所述细长工具在胸

骨下空间中的前进期间生成触觉信号。

3.如权利要求1到2中任一项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把手被配置成接收由

所述远端生成的触觉信号。

4.如权利要求1-2中任一项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把手进一步包括方向指

示器，所述方向指示器被配置成提供从所述预偏向的曲率延伸的所述远侧部分的取向的指

示。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方向指示器包括固定地耦合至所述

把手的标记，所述标记被配置成提供从所述预偏向的曲率延伸的所述远侧部分的方向性取

向的视觉指示。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方向指示器在与从所述预偏向的曲

率延伸的所述远侧部分的平面平行的平面中一体地形成在所述把手的一部分上。

7.如权利要求1-2,5-6中任一项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偏向的曲率被限

定成使得主体的远侧部分被取向在与由所述细长工具的近侧部分所限定的平面不同的平

面中。

8.如权利要求1-2,5-6中任一项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长工具包括紧邻

所述远端设置的流体分散端口，所述流体分散端口与设置在所述近端处的流体插入端口流

体连通。

9.如权利要求1-2,5-6中任一项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长工具的长度的

范围从6英寸至24英寸。

10.如权利要求1-2,5-6中任一项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套和所述细长

工具的远侧部分中的一个包括不透射线的标记。

11.如权利要求1-2,5-6中任一项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套的远侧终端

具有锥形轮廓。

12.如权利要求1-2,5-6中任一项所述的递送系统，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耦合至所

述细长工具的标测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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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植入医疗电引线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一般涉及用于执行对生理状态的监测和/或治疗递送的类型的可植入医疗

设备。具体地，本公开关于用于植入用于生理状态监测和/或治疗递送的医疗电引线的工

具。

背景技术

[0002] 可植入心脏除颤器(ICD)被用于向患者的心脏递送高能电脉冲或电击以终止危及

生命的心律失常，诸如心室纤颤。传统的ICD系统包括封装ICD的脉冲发生器和其他电子器

件且被皮下地植入在患者的胸部中的外壳。该外壳被连接至植入在心脏内的一个或多个可

植入医疗电引线。

[0003] 利用经静脉引线的传统的ICD系统可能不是对于所有患者的优选的ICD系统。例

如，在某些患者中，困难的血管通路妨碍经静脉引线的布置。作为另一示例，儿童和其它较

年轻患者也可以是非经静脉ICD系统的候选人。此外，经静脉引线随着时间可在心脏中变得

纤维化，使得引线翻修和抽取过程有挑战性。

[0004] 皮下ICD系统对于一些患者而言可能是优选的。皮下ICD系统包括被皮下地植入在

患者内，即，在患者的皮肤和肋骨和/或胸骨之间的引线(或多个引线)。由此，皮下ICD可消

除对经静脉引线位于心脏内的需求。需要用于将非经静脉引线递送至除了心脏之外的植入

位置的工具和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公开了用于植入可植入医疗引线的设备和方法。示例性的植入设备包括：柔韧的

护套，具有内部腔；细长工具，具有近端和远端，配置成滑动地设置在所述内部腔内，其中所

述细长工具包括预偏向的曲率，所述预偏向的曲率被取向成在所述工具的远侧部分处形成

弯曲；以及把手，耦合至所述细长工具的近端。

[0006]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用于将可植入医疗引线布置在患者体内的方法包括：在身

体的第一位置处形成进入点；提供包括具有预偏向的弯曲的远端的植入工具；通过所述进

入点将远端插入到胸骨下空间中；以及利用植入工具来使可植入医疗引线前进至胸骨下空

间内的植入位置中。

附图说明

[0007] 将参照下面的附图详细地描述根据本发明的组成和方法的各种示例性实施例，其

中：

[0008] 图1A是植入有可植入心脏系统的患者的前视图；

[0009] 图1B是植入有可植入心脏系统的患者的侧视图；

[0010] 图1C是植入有可植入心脏系统的患者的横向视图；

[0011] 图2描绘了用于植入医疗电引线的递送系统的实施例的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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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3A描绘了用于植入医疗电引线的递送系统的实施例的侧截面图；

[0013] 图3B描绘了用于植入医疗电引线的递送系统的实施例的横向截面图；

[0014] 图4描绘了用于植入医疗电引线的递送系统的替代实施例的透视图；

[0015] 图5描绘了用于植入医疗电引线的递送系统的替代实施例的透视图；

[0016] 图6描绘了用于植入医疗电引线的递送系统的替代实施例的透视图；

[0017] 图7示出了递送系统的一部分的替代实施例的侧截面图；

[0018] 图8示出了递送系统的一部分的替代实施例的侧截面图；

[0019] 图9示出了递送系统的一部分的替代实施例的侧截面图；

[0020] 图10示出了递送系统的一部分的替代实施例的横向截面图；

[0021] 图11示出了递送系统的一部分的替代实施例的横向截面图；

[0022] 图12示出了递送系统的一部分的替代实施例的横向截面图；

[0023] 图13描绘了用于植入医疗电引线的递送系统的替代实施例；

[0024] 图14描绘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递送系统的一部分的部分侧截面图；

[0025] 图15A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递送系统的一部分的横向截面图；

[0026] 图15B示出了根据一些实施例的递送系统的一部分的横向截面图；

[0027] 图16是描绘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植入引线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8] 图17-19是示出了图16的植入引线的方法的部分透视图。

[0029] 参考附图阅读以下详细描述，其中不同附图中的相似元件具有相似的编号。不一

定按比例绘制的附图描绘了所选实施例，并且不旨在限制本教导的范围。本领域技术人员

将认识到，本文中所提供的示例有许多有用的替换方案并且落入本教导的范围内。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在本公开中，描述了用于将引线递送至胸骨下空间内的目标递送部位的技术、部

件、组件和方法。可通过在毗邻剑突或在剑突下方(也被称为“剑突下”)的皮肤/组织上创建

的手术切口来递送引线以形成至胸骨下空间的进入点，并利用递送系统的帮助来使引线前

进，通过递送系统的帮助，引线被插入到胸骨下空间中。还可在将剑突连接至胸骨的切迹

(notch)(未示出)处形成进入点。在其它实施例中，还可通过胸骨柄进入胸骨下空间。

[0031] 在此公开中，“胸骨下空间”指的是由胸骨和体腔(但不包括心包)之间的底面所限

定的区域。换言之，该区域在胸骨后面且在升主动脉前面。替代地，胸骨下空间可通过术语

“胸骨后空间”或“纵隔”或者如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胸骨内(infrasternal)”引用，并且

包括被称为前纵隔的区域。胸骨下空间还可包括在Surg.Radiol.Anat.25.3-4(2003)：259-

62的Baudoin，Y .P .等人的题为“The  superior  epigastric  artery  does  not  pass 

through  Larrey′s  space(trigonum  sternocostale)”中被描述为Larrey的空间(Larrey’

s  space)的解剖区域。为了便于描述，将在本公开中使用术语胸骨下空间，要理解的是，该

术语与其它前述术语中的任一个可互换。

[0032] 在本公开中，术语“心包外”空间指的是围绕外心脏表面，但不在心包囊/空间内的

区域。被定义为心包外空间的区域包括围绕心包的周边且毗邻心包的间隙、组织、骨骼或其

它解剖特征。

[0033] 图1A-C是植入有示例可植入心脏系统10的患者12的概念图。图1A是植入有可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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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系统10的患者12的前视图。图1B是具有可植入心脏系统10的患者12的侧视图。图1C是

具有可植入心脏系统10的患者12的横向视图。

[0034] 可植入心脏系统10包括连接至第一引线16和第二引线18的可植入心脏除颤器

(ICD)14。第一引线16和第二引线18可被用于提供诸如起搏或除颤之类的电刺激治疗。例

如，引线16可提供除颤治疗而引线18可提供起搏治疗或反之亦然，而在其它实施例中，引线

16和引线18两者均可提供起搏治疗或除颤治疗。在图1A-C中所示的示例中，ICD  14被皮下

地植入在患者12的左腋中上。然而，ICD  14可被植入如稍后描述的患者12的其他皮下位置

处。

[0035] 引线16包括被连接至ICD  14的远端和包括一个或多个电极的近端。引线16从ICD 

14朝向剑突20皮下地延伸。在剑突20附近的位置处，引线16弯曲或转弯并且基本上平行于

胸骨22皮下地上(superior)延伸。引线16的远端可被定位在第二肋骨或第三肋骨附近。然

而，取决于ICD  14的位置和其它因素，可在更上面或更下面定位引线16的远端。虽然在图

1A-C的示例中被示为从胸骨22横向偏移并且基本平行于胸骨22延伸，但引线16可被植入在

胸骨22之上，与胸骨22偏移，但不平行于胸骨22(例如，在近端或远端处从胸骨22横向成角

度)。

[0036] 引线16包括朝向引线16的远端的除颤电极24，该除颤电极24可包括细长线圈电极

或带状电极。引线16被定位成使得除颤电极24和ICD  14的外壳或罐(can)电极之间的治疗

向量(vector)基本横跨心脏26的心室。

[0037] 引线16还可包括朝向引线16的远端定位的一个或多个感测电极，诸如感测电极28

和30。在图1A-C中所示的示例中，感测电极28和30被除颤电极24彼此分开。ICD  14可经由感

测向量的组合感测心脏26的电活动，感测向量包括电极28和30以及ICD  14的外壳或罐电极

的组合。例如，ICD  14可获得使用电极28和30之间的感测向量感测到的电信号，获得使用电

极28与ICD  14的导电外壳或罐电极之间的感测向量感测到的电信号，获得使用电极30与

ICD  14的导电外壳或罐电极之间的感测向量感测到的电信号，或者获得使用其组合感测到

的电信号。在一些实例中，ICD  14甚至可使用包括除颤电极24的感测向量来感测心脏电信

号。

[0038] 引线18包括被连接至ICD  14的远端和包括一个或多个电极的近端。引线18从ICD 

14朝向剑突20皮下地延伸。在剑突20附近的位置处，引线18弯曲或转弯并且在胸骨下空间

中向上上延伸。在一个示例中，引线18可被置入纵隔36且更具体地置入前纵隔中。前纵隔由

胸膜40横向界定、由心包膜38从后面界定并且由胸骨22从前面界定。引线18可被植入在纵

隔内以使得一个或多个电极32和3 4位于心室的心影之上，如经由荧光检查法

(fluoroscopy)所观察的。在图1A-C中所示的示例中，引线18基本居中地位于胸骨22下面。

然而，在其他实例中，引线18可被植入成使得它从胸骨22的中心横向地偏移。虽然在本文中

被描述为被植入在胸骨下空间、纵隔或前纵隔中，但引线18可被植入在其它心包外位置中。

[0039] 引线18包括位于引线18的远端附近的电极32和34。电极32和34可包括环形电极、

半球形电极、线圈电极、螺旋形电极、带状电极或其它类型的电极，或它们的组合。电极32和

34可以是相同类型的电极或不同类型的电极。在图1A-C中所示的示例中，电极32是半球形

电极且电极34是环形或线圈电极。

[0040] ICD  14可经由起搏或治疗向量将起搏脉冲递送至心脏26，该起搏或治疗向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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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32和34中的一者和两者和ICD  14的外壳电极或罐电极的任意组合。例如，ICD  14可使

用电极32和34之间的起搏或治疗向量来递送起搏脉冲，使用电极32和ICD  14的导电外壳或

罐电极之间的起搏或治疗向量来递送起搏脉冲，使用电极34和ICD  14的导电外壳或罐电极

之间的起搏或治疗向量来递送起搏脉冲或使用其组合来递送起搏脉冲。在一些实例中，ICD 

14可经由电极32(或电极34)中的一个和除颤电极24之间的治疗向量来递送起搏治疗。在又

进一步实例中，ICD  14可经由电极32(或电极34)中的一个和感测电极28或30中的一个之间

的治疗向量来递送起搏治疗。ICD  14可生成并递送起搏脉冲以提供抗心动过速起搏(ATP)、

心动过缓起搏、电击后起搏、或其他起搏治疗或起搏治疗的组合。以此方式，可在没有进入

脉管系统或心包空间，也没有与心脏进行亲密接触的情况下，在ICD系统中提供ATP治疗或

电击后起搏(或其它起搏治疗)。

[0041] ICD  14可生成并递送具有大量幅度和脉冲宽度中的任一个的起搏脉冲以夺获

(capture)心脏26。心脏26在使用引线18从胸骨下递送起搏脉冲时的起搏阈值可取决于大

量因素，包括电极32和34的位置、ICD  14的位置、心脏26的物理异常(例如，心包粘连)或者

其他因素。夺获心脏26所需的起搏阈值往往随着脉冲宽度缩短而增加。在ATP的情况中，ICD 

14可递送具有比常规ATP脉冲长的脉冲宽度的起搏脉冲以降低起搏脉冲的幅度。例如，ICD 

14可被配置成递送具有大于或等于一(1)毫秒的脉冲宽度或持续时间的起搏脉冲。在另一

示例中，ICD  14可被配置成递送具有大于或等于十(10)毫秒的脉冲宽度或持续时间的起搏

脉冲。在进一步示例中，ICD  14可被配置成递送具有大于或等于十五(15)毫秒的脉冲宽度

或持续时间的起搏脉冲。在又一示例中，ICD  14可被配置成递送具有大于或等于二十(20)

毫秒的脉冲宽度或持续时间的起搏脉冲。取决于脉冲宽度，ICD  14可被配置成递送具有小

于或等于二十(20)伏特的脉冲幅度的起搏脉冲，递送具有小于或等于十(10)伏特的脉冲幅

度的起搏脉冲，递送具有小于或等于五(5)伏特的脉冲幅度的起搏脉冲，递送具有小于或等

于二点五(2.5)伏特的脉冲幅度的起搏脉冲，递送具有小于或等于一(1)伏特的脉冲幅度的

起搏脉冲。通常，较低的幅度需要较长的起搏宽度，如在实验结果中所说明的。降低由ICD 

14所递送的起搏脉冲的幅度降低了心外刺激的可能性。

[0042] ICD  14可经由感测向量的组合感测心脏26的电活动，感测向量包括电极32和34以

及ICD  14的外壳或罐电极的组合。例如，ICD  14可获得使用电极32和34之间的感测向量感

测到的电信号，获得使用电极32与ICD  14的导电外壳或罐电极之间的感测向量感测到的电

信号，获得使用电极34与ICD  14的导电外壳或罐电极之间的感测向量感测到的电信号，或

者获得使用其组合感测到的电信号。在一些实例中，ICD  14可经由电极32(或电极34)中的

一个和引线16的电极24、28和30之间的感测向量来感测心脏26的电活动。ICD  14可与经由

引线18的感测向量中的一个或多个所感测的电信号有关地递送起搏治疗。替代地或附加

地，ICD  14可与经由引线16的感测向量中的一个或多个所感测的电信号有关地递送起搏治

疗。

[0043] ICD  14还分析来自引线18的感测向量中的一个或多个和/或引线16的感测向量中

的一个或多个的所感测的电信号以检测心动过速，诸如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纤颤。在一些

实例中，响应于检测到心动过速，ICD  14经由引线18的一个或多个起搏或治疗向量来递送

一个或多个ATP治疗，以试图在没有递送除颤电击的情况下终止心动过速。如果该一个或多

个ATP治疗不成功或者确定ATP治疗不是期望的，则ICD  14可经由引线16的除颤电极24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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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多个除颤电击。

[0044] 以上在图1A-1C中所描述的配置针对经由引线18来提供心室起搏。在其中除心室

起搏之外或代替心室起搏，还期望心房起搏的情形中，可在更上面定位引线18。配置成将起

搏脉冲递送至心房和心室两者的起搏引线可具有更多电极。例如，该起搏引线可具有如经

由荧光检查法所观察的位于心房的心影之上的一个或多个电极以及如经由荧光检查法所

观察的位于心室的心影之上的一个或多个电极。例如，配置成将起搏脉冲仅递送至心房的

起搏引线可具有如经由荧光检查法所观察的位于心房的心影之上的一个或多个电极。在一

些实例中，可利用两个胸骨下起搏引线，其中一个起搏引线为心房起搏引线，该心房起搏引

线被植入成使得电极如经由荧光检查法所观察到的位于心房的心影之上，且另一个起搏引

线为心室起搏引线，该心室起搏引线被植入成使得电极如经由荧光检查法所观察的位于心

室的心影之上。

[0045] ICD  14可包括外壳，该外壳形成保护ICD  14的部件的气密密封。ICD  14的外壳可

由导电材料(诸如，钛)形成。ICD  14还可包括连接器组件(也被称为连接器块或头)，该连接

器组件包括通过其在引线16和18内的导体与包括在外壳内的电子部件之间进行电连接的

电馈通件。如将在本文中进一步详细描述的，外壳可容纳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存储器、发射

机、接收机、传感器、感测电路、治疗电路以及其它适当部件。外壳34被配置成被植入在患者

(如患者12)体内。

[0046] 引线16和18包括引线体，该引线体包括位于远侧引线端附近或沿引线体长度的其

它地方处的一个或多个电极。引线16和18的引线体还包含一个或多个细长电导体(未示

出)，该一个或多个细长电导体穿过引线体从设置在近引线端处的ICD  14的连接器组件延

伸至引线16和18的一个或多个电极。引线16和18的引线体可由非导电材料(包括硅胶、聚氨

酯、含氟聚合物、上述混合物，以及其它合适材料)形成并且被成形为形成一个或多个导体

在其内延伸的一个或多个内腔。然而，这些技术不限于此类构造。

[0047] 包含在引线16和18的引线体内的一个或多个细长电导体可被耦合至电极24、28、

30、32和34中的一个或多个。在一个示例中，电极24、28、30、32和34中的每一个电耦合至其

相关联的引线体内的相应的导体。相应的导体可经由连接器组件(包括相关联的馈通件)中

的连接电耦合到ICD  14的电路系统，诸如治疗模块或感测模块。这些电导体将来自ICD  14

内的治疗模块的治疗传输至电极24、28、30、32和34中的一个或多个，并且将来自电极24、

28、30、32和34中的一个或多个的所感测的电信号传输至ICD  14内的感测模块。

[0048] 图1A-C中所示出的示例本质是示例性的，并且不应当被认为是对本公开中所描述

的技术的限制。在其他示例中，ICD  14、引线16和引线18可被植入在其他位置处。例如，ICD 

14可被植入右胸中的皮下袋中。在该示例中，引线16可从该设备朝向胸骨的柄皮下地延伸，

并且弯曲或转弯且从胸骨的柄下方，与胸骨基本平行地在皮下延伸，且引线18可从该设备

朝向胸骨的柄皮下地延伸至期望位置，并且弯曲或转弯且从胸骨的柄下方从胸骨下延伸至

期望位置。

[0049] 在图1A-C中所示的示例中，系统10是提供起搏治疗的ICD系统。然而，这些技术可

适用于其他心脏系统，包括心脏再同步治疗除颤器(CRT-D)系统、心脏复律器系统或其组

合。

[0050] 另外，应当注意，系统10可不限于对人类患者的治疗。在替代示例中，系统10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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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非人类患者(例如，灵长类动物、犬科动物、马科动物、猪科动物、牛科动物、羊科动物以

及猫科动物)中。这些其他动物可经历可受益于本公开的主题的临床或研究治疗。

[0051] 图2、3A和3B示出了用于将医疗电引线植入在患者的胸骨下空间中的递送系统100

的实施例。递送系统100可被用于创建通过患者12的身体的路径以进入胸骨下空间内的植

入位置。将结合图2、3A和3B讨论递送系统100，其中图2描绘了透视图、图3A描绘了侧截面

图，且图3B示出了横向截面图。

[0052] 递送系统100包括护套(sheath)102、细长工具104和把手106。护套102包括连续内

腔，穿过该连续内腔，设置细长工具104。连续内腔可在护套102的近端和远端处的开口之间

延伸，使得在使用时，在细长工具104穿过患者12的轴向前进期间，护套102被滑动地设置在

细长工具104之上，以便于植入过程。

[0053] 在一些实施例中，护套102可包括紧邻近端形成的狭缝段118。狭缝段118可部分穿

过护套102的壁的长度或者整个沿护套102的壁的长度延伸。例如，狭缝段118可被形成为穿

孔(perforations)，其沿着护套102的侧壁从内表面延伸至外表面。狭缝段118促进植入过

程期间护套102的切开(slitting)。在使用中，将经由护套102的内腔使引线18前进至目标

部位。在布置引线18之后，护套102可与引线分开以便通过在狭缝段118处切开护套102的侧

壁来将护套102从患者12收回。

[0054] 本公开的发明人已经发现，期望植入引线18以使得它覆盖在心脏26的心影上面，

如通过成像技术可视的那样，以用于通过引线18进行有效的治疗递送。然而，可期望不将引

线18布置成与心脏组织直接接触。因此，本公开解决了用于将引线18植入在胸骨下面的胸

骨下空间中的技术。

[0055] 因此，细长工具104的一个实施例包括预偏向的(pre-biased)曲率108，该曲率108

沿着细长工具104的主体的长度且紧邻细长工具的远端110形成。如图2中所示，预偏向的曲

率108被配置成使得使细长主体104的毗邻远端110的段弯曲以相对于由近端部分所限定的

平面在非平行的平面中取向远侧部分。预偏向的曲率的曲率角是基于以基本上垂直于患者

12的胸骨的角度取向细长工具104的紧邻远端110的那部分同时细长工具104的其余部分基

本上平行于患者12的胸骨。例如，预偏向的曲率108被配置成具有以相对于第一平面大于5

度的角度使远端110取向的弯曲，其中沿着细长工具104的近端部分的中心轴定义该第一平

面。

[0056] 远端110被配置成响应于沿着从进入点进入患者12的胸骨下空间到达期望的植入

位置的路径与组织、骨骼或其他解剖特征的接触而提供触觉信号。例如，预偏向的曲率108

可被取向成使得远端110被布置成与胸骨接触，或者更具体地与胸骨节(sternebrae)接触。

继续该示例，随着在植入期间使细长工具104前进，远端110沿着胸腔或者在肋骨和胸骨之

间的融合点处接触各个骨骼或者与胸骨自身接触。响应于细长工具104和患者12之间的接

触，远端110创建触觉信号，该触觉信号提供远端110相对于患者12的位置的指示。

[0057] 预偏向的曲率108的附加益处在于其通过在细长工具在胸骨下空间内的导航期间

使远端110朝向胸骨取向来将远端110定位成远离体腔和胸骨下面的器官。

[0058] 护套102可由柔韧材料(诸如生物相容性塑料，包括聚醚醚酮(PEEK)热塑性塑料、

聚苯二甲基聚合物或其它合适的聚合物材料)形成。细长工具104可由刚性

材料(诸如金属，包括钛或不锈钢)形成。在其他实施例中，细长工具104材料是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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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材料，诸如例如 热塑性聚氨酯，其可具有弹性“记忆”性质。

[0059] 把手106便于对细长工具104的操纵。由此，把手106被耦合至细长工具104的近端

112。把手106可由与细长工具104的材料类似的材料形成或由不类似的材料形成。把手106

进一步包括方向指示器116，该方向指示器116提供远端110的预偏向的曲率108的取向的指

示。如下文将讨论的，可替代地以预定义的形状形成把手106，从而使得该把手的形状将提

供预偏向的曲率108的取向的指示。

[0060] 方向指示器116从患者12的外部提供被定位在患者12体内的远端110的取向的视

觉指示。另外，方向指示器116将便于递送系统100在患者12体内导航(诸如例如至胸骨下空

间的导航)期间远端110的重新取向。

[0061] 递送系统100可通过端口或开口向毗邻该端口或开口的组织递送流体。如下文将

结合图4、5和6的实施例所讨论的，流体可被保持在递送系统100的储器中或通过递送系统

100从外部储器递送。

[0062] 在一个实施例中，细长工具104可被设置有内腔(多个)和流体分散端口(多个)(未

示出)，以用于使流体通过内腔以通过沿着细长工具104的长度的开口或端口进行分配。这

种内腔被配置成通过远端110处的开口分配流体。该内腔可便于在医疗电引线到胸骨下空

间中的植入过程期间的流体(诸如治疗溶液，诸如抗生素或抗菌剂，或任何其他流体溶液

(例如，造影液))的递送。例如，流体可以是医疗麻醉物质，该医疗麻醉物质随着穿过患者使

细长工具104前进而被递送至毗邻植入路径的组织中。

[0063] 替代地或另外，流体可以是造影液，该造影液便于细长工具104的可视化以验证远

端110的位置。

[0064] 在一些实施例中，不透射线的(radiopaque)标记元件114可被设置在细长工具104

和/或护套102上。在图2的说明性实施例中，例如，元件114被描绘为覆盖远端110的一段。然

而，应当理解的是，元件114可覆盖或涂覆细长工具104的任何其它部分或多个部分或者可

替代地覆盖整个细长工具104。元件114可由不透射线的材料带形成，该不透射线的材料带

通过任何合适的机构耦合至远端110。在其他实施例中，细长工具104的最远侧部分可由不

透射线的材料形成。不透射线的材料可包括化合物，诸如硫酸钡，其通过荧光成像过程是可

见的。在使用中，标记元件114可提供远端110的视觉描绘或图像。

[0065] 在其他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标测(mapping)电极130可被定位在护套102或细长

工具104上。标测电极130可与不透射线的标记元件114结合使用或者作为不透射线的标记

元件114的替代来使用，以便于对递送系统100在胸骨下植入位置内的位置的标测。标测电

极130被电耦合至诸如在授权给Ferek-Petric的美国专利No.：7,850,610中公开的位置标

测单元。

[0066] 在一个实施例中，细长工具104和护套102可被设计尺寸以使得护套102的内腔的

尺寸将允许通过该内腔插入细长工具104和/或引线18。在示例中，护套102可适当地被形成

为具有一内腔，该内腔具有在4法(French)(Fr)至12Fr的范围内的直径，并且优选具有

10.5Fr的直径，且具有从6英寸到24英寸之间的范围的长度，要理解的是，该长度可进一步

被定制为那些尺寸以外，以迎合患者与患者之间人体解剖的变化。应当理解的是，细长工具

104的长度被尺寸化成比护套102稍长，例如长2英寸。此相对差将确保包括远端110的工具

104的最远侧部分被暴露在护套102的远侧开口的远侧。为了说明目的，应当理解的是，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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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104的长度被尺寸化成具有一长度，该长度使得细长工具104的远端110能够被定位成

毗邻胸骨下空间内的第一肋骨并且延伸至在毗邻患者12的剑突的皮肤上执行的切口，其中

近端112位于患者12的外部。

[0067] 图4-6描绘了用于将医疗电引线植入在患者的胸骨下空间中的递送系统的替代实

施例。图7、8、9和10、11和12示出了细长工具的替代实施例的截面图。具体地，图7描绘了图

4-6中所描绘的细长体中的任一个的侧截面图，且图10示出了相应的横向截面图。图8描绘

了图4-6中所描绘的细长体中的任一个的侧截面图，且图11示出了相应的横向截面图。图9

描绘了图4-6中所描绘的细长体中的任一个的侧截面图，且图12示出了相应的横向截面图。

[0068] 递送系统200a-c(共同地，“递送系统200”)中的每一个包括细长工具204和把手

206a-d(共同地，“把手206”)。递送系统200的细长工具204的远侧部分包括预偏向的曲率，

该预偏向的曲率可对应于结合图2所描述的预偏向的曲率108。流体插入端口222被设置在

把手206a-d中的任一个上，其可与设置在细长工具204内的一个或多个流体内腔224流体连

通。一个或多个流体分散端口或开口(未示出)被设置成与流体内腔224流体连通，以用于递

送流体。

[0069] 把手206a被形成有方向指示器220a，该方向指示器220a与把手一体地形成并且能

够在外表面上可视。把手206a被配置成提供细长工具204的远端的取向的指示。方向指示器

220a可包括形成在把手206a的一部分上的突出，该突出被成形为明显可见的突出物。诸如

棘爪的方向指示器220a被定向成朝向与细长工具204的远端的弯曲部分的平面平行的平

面。

[0070] 图5中所示的把手206b包括储器(未示出)，该储器可被配置成保持流体以用于通

过细长工具204的内腔224递送。可提供柱塞226以控制流体通过内腔224的注射。

[0071] 图6的替代实施例中所示的把手206c被耦合至保持通过细长工具204递送的流体

的外部储器。

[0072] 图13描绘了用于将医疗电引线植入在患者的胸骨下空间中的递送系统250的另一

实施例。递送系统250包括护套252、细长工具254、把手256和密封组件258。将结合图14、15A

和15B来讨论系统250，其中图14描绘了护套252和密封组件258的部分侧横截面图，且图15A

和15B示出了密封组件258的横向截面图。

[0073] 护套252可被构造有远侧终端，该远侧终端具有锥形轮廓。提供锥形远端减少了系

统250在植入过程中的前进期间对患者12所造成的创伤。护套252包括连续内腔260，穿过该

连续内腔260，设置细长工具254。内腔260(以虚线示出)可从近侧开口向远侧延伸至远端

262，以促进植入过程期间细长工具254穿过该内腔的轴向前进。

[0074] 可沿着护套252的壁设置狭缝段264a，以使得护套252能够在植入过程期间切开。

狭缝段264a可被设置在护套252的近端处。

[0075] 根据实施例，细长工具254被构造有预偏向的曲率266，该预偏向的曲率266从远端

262向近侧延伸。预偏向的曲率266在位于距远端262大约1至4英寸的位置处形成弯曲。预偏

向的曲率的曲率角相对于由细长工具的近侧部分所形成的假想轴线可从1度至20度之间变

化，以便使远端262朝向相对于由细长工具254近侧部分所限定的轴向平面不同的平面取

向。

[0076] 在使用中，响应于沿着从进入点进入患者12的胸骨下空间到达期望的植入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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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与组织、骨骼或其他解剖特征的接触，远端262可提供触觉信号，如结合远端110所描述

的那样。预偏向的曲率266还通过在细长工具254在胸骨下空间内的导航期间使远端262朝

向胸骨取向来将远端262定位成远离体腔和胸骨下面的器官

[0077] 护套252可由柔韧材料(诸如生物相容性塑料，包括聚醚醚酮(PEEK)热塑性塑料、

聚苯二甲基聚合物、诸如 的聚醚嵌段酰胺、诸如Pro-fax(聚丙烯)

的聚烯烃或其它合适的聚合物材料)形成。护套252的远端262可由诸如聚醚嵌段酰胺、或聚

酰胺12的弹性体构成，和/或被构造有亲水涂层或者便于使远端在细长工具254之上滑行的

任何其他材料。细长工具254可由刚性材料(诸如金属，包括钛或不锈钢)形成。在其他实施

例中，细长工具254的材料是生物相容性刚性材料，诸如例如 热塑性聚氨

酯，其可具有弹性“记忆”性质。

[0078] 把手256被耦合至细长工具254的近端274。把手256便于对细长工具254的操纵。把

手256的各实施例可类似把手106或206。把手256被描绘为具有方向指示器268，该方向指示

器268便于远端262的取向的可视化。另外，方向指示器268将便于递送系统250在患者12体

内导航(诸如例如至胸骨下空间的导航)期间远端262的重新取向。

[0079] 递送系统250可进一步包括流体内腔，用于通过端口或开口向毗邻该端口或开口

的组织递送流体，如结合图7-12的实施例所讨论的那样。

[0080] 在其他实施例中，不透射线的标记元件270可被设置在细长工具254上。在图13的

说明性实施例中，例如，元件270被描绘为覆盖远侧部分的两段。元件254可被形成为不透射

线的材料带，其通过涂覆或任何其他任意合适机构被耦合至细长工具。不透射线的标记元

件270的材料可包括化合物，诸如硫酸钡，其通过荧光成像过程是可见的。在使用中，标记元

件270可提供细长工具254的远侧部分在患者12内的视觉描绘或图像。在其他实施例中，代

替耦合至细长工具254或者除了耦合至细长工具254之外，标记元件270还可被耦合至护套

252。

[0081] 如上所述，可设计细长工具254和护套252的尺寸以使得护套252的尺寸将允许穿

过该护套插入引线18。

[0082] 可能期望在引线18的植入过程期间防止空气被推进患者12的体腔中。防止空气引

入体腔内促进治疗递送至患者的有效性。这可进一步帮助建立植入过程期间针对患者12的

阈值参数。

[0083] 因此，护套252被设置有密封组件258，该密封组件258阻止或减少在植入过程期间

被推进体腔中的空气的量。因而，密封组件258可被设置在进入内腔260的近侧开口附近，以

提供进入护套252的内腔260的密封。密封组件258限定了穿过其中的通道272，该通道272与

内腔260基本上对齐。如本文中所使用的，基本上对齐指的是内腔260的中心轴和通道272的

中心轴彼此毗邻以使得内腔260和通道272流体连通。另外，基本上对齐指的是通道272与内

腔260的一部分对齐，尤其是由于如下文将讨论的尺寸差异。

[0084] 如图15A和15B的图解中所示的，密封组件258被配置成使得通道272在引入诸如细

长工具254或引线18之类的辅助设备之前限定第一直径D1，以及响应于辅助设备的插入的

第二直径D2。因此，直径D1小于直径D2。在实施例中，使密封组件258朝向通道272与内腔260

的交叉点向远侧锥形化(taper)。例如，通道272可扩张至内腔260的直径的100％，或者小至

内腔260的直径的0.1％。密封组件258被构造成使得直径D1被裁制成容纳辅助设备(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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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长工具254和引线18)的通过同时提供过盈(interference)密封以防止围绕辅助设备的

外周的空气进入。为了适应辅助设备的直径的变化，密封组件258由具有必要的延伸性质的

材料形成，以防止辅助设备的插入和通过期间的永久性变形。相比于形成护套252的材料，

这种材料可包括相对柔软且有回弹力的材料，例如，液体硅胶(LSR)材料或热塑性弹性体

(TPE)材料。

[0085] 密封组件258还可被形成为具有狭缝段264b，该狭缝段264b从侧壁的外表面延伸

至内表面。狭缝段264b被形成为使得它与狭缝段264a相连以创建连续的狭缝路径。如上文

已经描述的，狭缝段264b连同狭缝段264a将使得护套252能够在植入过程期间与引线18分

离。

[0086] 虽然密封组件258被描绘为被定位在近端274附近，但应当理解的是，密封组件258

可适当地被定为在沿着护套252的长度的任何地方。

[0087] 图16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植入引线的方法的流程图300。图17-19是示出了将

引线18植入在胸骨下空间6内的合适的植入位置处的方法300的部分透视图。图18-19描绘

了患者12的胸廓4的示意图。胸骨22是扁平、窄的骨骼，其包括三段：柄、主体和剑突。

[0088] 在任务302处，在毗邻剑突或剑突的下方(也被称为“剑突下”)的皮肤/组织上做出

切口2，以形成被设计尺寸以用于通过递送系统和/或引线至胸骨下空间的进入点(图17)。

还可在将剑突连接至胸骨的切迹(未示出)处形成进入点。在其它实施例中，还可通过胸骨

柄进入胸骨下空间。图17示出了患者12上的示例性前方或胸部切口2。切口位置提供了通向

胸廓4下面的胸骨下空间6的入口，并且被设计尺寸以允许插入递送系统以用于引线的导

航。引线(例如，引线18)可被耦合至可植入医疗设备14，该可植入医疗设备14是可植入的或

者被植入在皮下位置中。由此，引线18的一部分可穿过皮下组织从设备14隧穿至切口位置。

[0089] 提供递送系统1000以用于便于引线植入(304)。递送系统1000可体现为结合图2-

15B所描述的包括护套、细长工具、导管和可选地密封组件的前述递送系统100、200、250，或

其组合中的任一个。递送系统1000将被设置有被设置在护套的内腔内的细长工具。

[0090] 在任务306处，通过切口插入递送系统1000。如上所述，示例性递送系统包括细长

体，该细长体在远端处具有预偏向的曲率。在任务308处，弯曲的远侧部分被取向成使得远

端指向胸骨(图18)。递送系统的把手上的方向指示器可被用于帮助远端的布置或者确认远

端的合适取向。方向指示器可类似结合前面附图所描述的那些方向指示器中的任一个。

[0091] 在任务310处，在胸骨下面的胸骨下空间内以从剑突朝向颈静脉切迹的基本上轴

向方向使递送系统的细长体前进。在递送系统的前进期间，远端被导航成与胸骨直接接触

或者与其极为贴近。在一些实施例中，在任务312处，可在使递送系统前进至胸骨下空间中

期间递送流体。例如，递送系统可递送止痛剂或造影液或者任何其他合适流体。可选地，生

成指示递送系统的远端的位置的信号(314)。该信号可以是触觉信号，诸如感觉或声音，其

响应于远端与胸骨的各个段或者与连接至胸骨的胸廓的各个肋骨的交互而生成。替代地或

另外，可执行成像过程以获得递送系统的一段的图像。为此，在递送系统1000的前进期间，

上述不透射线的标记元件可与荧光检查法结合使用以获得递送系统的远侧部分在患者体

内的方向性取向的视觉指示。借助于信号(多个)，递送系统被导航成使得远侧部分被定位

在引线的远端的目标植入位置处(图19)。

[0092] 一经确认递送系统已经被定位在合适的位置处，随后就从护套移除细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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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在将细长工具从护套的内腔收回之后，随后使引线沿着护套的内腔的长度穿过主体

前进。

[0093] 在细长工具与引线体的此交换期间，潜在的空气会被俘获在管子中并被推入患者

体腔的胸骨下空间6内。由此，根据该方法的一些实施例，可利用诸如图14-15B中所公开的

递送系统之类的递送系统。这种递送系统的密封机构将密封护套的远侧开口，以防止空气

填充内腔。当使用这种导管时，使引线前进到护套中将不会将空气推入(或者将仅仅将最小

量的空气推入)胸骨下空间6中。

[0094] 在任务320处，通过递送系统使引线前进至植入位置。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从护套

撤回递送系统的细长体，留下护套定位在胸骨下空间内。在其他实施例中，递送系统可具有

一内腔，用于穿过该内腔插入引线。在一些示例中，在将递送系统插入到胸骨下空间中之

前，可在递送系统的内腔内预装载引线。在任务322处，引线被定位在合适的植入位置处。在

一些实施例中，定位可包括使电极取向以提供目标刺激治疗和/或将引线固定至植入部位

处的组织。

[0095] 在任务324处，从患者12收回护套，并且引线保持在胸骨下空间内。根据一些实施

例，可利用诸如上述那些护套之类的可切开的护套。可根据常规技术(例如，利用切开工具)

来执行对护套的切开。可切开的护套通过将护套的主体与引线分离来便于护套的收回以确

保当远离切口2向远侧拉护套时不影响引线布置。在任务326处，引线可被耦合至刺激脉冲

发生器，诸如ICD  14。在其他实施例中，引线可从进入点被隧穿至ICD  14，该ICD  14被皮下

地定位在患者12的左腋中上。

[0096] 如本文所述的，提供了根据各个实施例的便于将引线植入在胸骨下空间中的递送

系统。在替代实现中，递送系统可被用于将引线递送在除了胸骨下空间之外的位置，包括但

不限于前面提到的心包外空间。

[0097] 已经描述了各个示例。可构想的是，可组合在不同实施例中描述的特征以创建附

加实施例。所有这些公开的以及其它示例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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