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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大马首家私人心脏与血管专科医院

Cardiac Vascular Sentral Kuala Lumpur (CVSKL)是一间成立于2017年11月的心脏与血管

综合医院。CVSKL拥有杰出的医疗成就及技术，专为心脏与血管疾病患者提供全面和现代化的治

疗与护理。本院资深的专科医生们，能为患者提供高品质且经专业循证的治疗与护理。

CVSKL主席Tan Sri Dato' Dr. Yahya Awang（1992年创办 国家心脏中心（IJN）的创始人，

同时也曾为敦马哈迪进行了搭桥手术的心胸外科医生）富有远见的领导下，成立了顶尖心血管

专家团队并承诺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对待我们的病人。

本院设有五间卓越中心，包括：心律不整方案、心脏诊断中心、心肺中心、结构性心脏方案、

血管与血管内中心。通过这五间卓越中心，CVSKL的目标是成为一家专注于您心脏健康护理的

专科医院。



心脏内科

本院拥有完整的心脏内科医疗服务，为病人提供全面的心脏检查、诊断和治疗程序。这些心脏

疾病包括冠状动脉（为心肌供应的血管）、心脏瓣膜、心律不整、心脏衰竭等医疗方案。

心胸肺外科

我们的心胸肺外科是由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组成，其中包括资深的心胸肺外科医生，麻醉师，

灌注师和手术护士等。CVSKL为病人进行各类型的成人心胸肺外科手术，如主动脉，心脏和胸腔

外科手术等。

血管外科

本院的血管专家团队提供有关血管疾病（动脉、静脉和淋巴管的疾病）之类的先进治疗和程序   

(无论是选择性或紧急情况)。本院的血管外科医生在处理各种外周血管疾病方面都具有丰富的

经验。

心脏电生理科

本院的电生理专科医生为心律不整或其他可影响心脏节律的严重疾病提供尖端的治疗。

肝肠胃内科

本院的肠胃专科医生提供从基本至复杂的消化道内窥镜程序（用于检查/诊断和治疗）。

肾脏内科

肾脏疾病与高血压病人都能向本院的肾脏科专家寻求全面性的护理。

专科医疗服务



本院以关注病患的健康为首要宗旨。CVSKL设有5个卓越中心可为心脏病患者提供多元、

精准和专业的治疗方案。

心律不整方案

用创新的方式来治疗和护理心律不整。

心脏诊断中心

CVSKL的子公司Healthscan（健康检查中心）可您的心脏提供全面的健康检查和

及时诊断。 

心肺中心

为您的心脏与肺部带来最高质量的治疗。

结构性心脏方案

该方案提供了心脏瓣膜修复及置换术。

血管与血管内中心

致力于治疗动脉和静脉血管疾病

本院卓越中心



在HealthScan MalaysiaTM，我们为客户提供：

适用于评估心脏疾病，癌症，中风和骨质疏松症等的健康体检配套。

由心脏内科医生将根据本中心完整和精确的检验报告给你寻求适合和有效的治疗。

安全简便的心脏和肺部诊断设备，包括心电图、心脏负荷测试、CT扫描、CT血管摄影术。

现场营养师咨询服务。

电话：+03-2276 7108
电邮：info@healthscan.com.my

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八时半到下午五时半

星期六            ：早上八时半到下午一时

HEALTHSCAN MALAYSIATM

健康体检中心

HealthScan MalaysiaTM 被誉为卓越的健康体检中心，提供现今全亚洲最先进的综合健康检查。

在我们的医疗中心您可享受专属的健康体检。我们将根据您的年龄、性别、病历和家族史来为您

量身定制健康体检配套以取得最佳的体检效果。同时检查后当天即可取得完整的医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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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VSKL，我们的治疗范围从简单的血管成形术到复杂的治疗方案等:

热门治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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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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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主动脉根部外部支持(PEARS)

一种治疗于主动脉根部动脉瘤和马凡氏综合征的医疗方案。

主动脉弓冷冻象鼻置换术

治疗主动脉瘤的新科技。主动脉弓疾病无法只用单一支架治愈，必须把主动脉弓切除，以主

动脉弓冷冻象鼻置换替代。

血管腔内主动脉瘤修复术

使用X光的引导和在腹股沟部切割一个小切口进行微创介入术，将覆盖人工血管的支架精确

植入到动脉瘤腔的血管内。

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一种新型微创技术，经皮导管在病变瓣膜处植入生物瓣膜。适合患上严重主动脉瓣狭窄的

年迈患者。

导管二尖瓣膜修复术

二尖瓣闭锁不全的创新治疗方案，不需要经过传统开胸手术，只需利用微创技术将前后

二尖瓣小叶缝合一起。

室间隔酒精消融术

透过注射无水酒精的微创技术，专治疗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心脏增厚）的医疗方案。

复杂性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

其中包括慢性完全阻塞（CTO），左主干疾病，复杂及多支血管阻塞，分叉病变，心肌病和

心脏衰竭。

房颤导管消融治疗

通过消融对病变和涉及心律问题的心肌小区域进行消融来治疗不规则的心律。

单腔和双腔起搏器

帮助调节心律不整的医疗方案。



体检与诊断程序

• 影像诊断

o  X光

o  超声波检查

o  CT扫描

o  CT血管摄影术

化验检查：血液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基因学。

非侵入性心脏实验室

o  心电图检查

o  直立倾斜试验

o  动态心电图监测

o  心事件监测

o  动态血压监测

o  心脏起搏器和心脏除颤器装置植入术

o  心脏电复律

o  二维/三维/多普勒/经食道/心脏负荷测试/起搏测试/
   多保他命超声心电图检查

心脏导管和手术室

o  血管摄影

肠胃中心

o  上消化道内窥镜 (胃镜)

o  下消化道内窥镜 (肠镜)

o  肝纤维化扫

o  消化系统疾病

• 

• 

• 

• 



影像诊断部

为何选择CVSKL？

优越医疗设备

• 24小时急诊室

• 加护病房(ICU) & 高依赖病房(HDU)

• 内科和外科普通病房

• 心脏导管室（心脏电生理学实验室）

• 手术室

• 一体化复合手术室

• 非侵入性心脏实验室

• 血管和静脉中心

• 消化系统疾病及内窥镜中心

• 复建中心

• 

• 

专业医疗团队优势

CVSKL拥有专业和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从事的医疗领域包括：心胸肺外科、血管外科、
心脏内科、电生理科、心脏麻醉科、肾脏内科和肝肠胃内科。

卓越中心

我们的精英医疗团体专注于心脏，胸腔和血管治疗。同时医疗团体会为病患提供多种治疗
方案。
#了解您的选择

个性化服务

CVSKL与众不同的特色之一是其独特的服务文化；我们医护人员始终倾听患者心声并为
患者家属提供全面的支持与关怀。

• 零售药房

• 餐厅和咖啡厅



前往CVSKL

下车地点有2个：
• 急诊室入口
• 露天停车场

CARDIAC VASCULAR SENTRAL KUALA LUMPUR

计程车或电子召车 

在KL Sentral 下车，接下来朝向机场快线
离境大厅走去直到出口，然后越过人行道
往Plaza Sentral方向，
CVSKL就在您的右边。

通过马来西亚电动火车(KTM Komuter)
或轻快铁(LRT) 

 

在国家博物馆(Muzium Negara)
站下车，随后依据路标到
KL Sentral Station。抵达后，
请朝机场快线离境大厅的方向前进。
接着，请走向出口处，并使用人行
道越过大路，往Plaza Sentral
方向前进，随后您将发现CVSKL
就在您右方。

通过捷运火车(MRT) 

在KL Sentral Station下车，
依据Nu Sentral购物中心内的
方向牌提示前行。沿途会经过
一系列的自动扶梯，直达KL 
Sentral Station。抵达后，
请朝机场快线离境大厅的方向
前进。接着，请走向出口处，
并使用人行道越过大路，
往Plaza Sentral方向前进，
随后您将发现CVSKL就在您右方。

通过吉隆坡单轨火车
(KL Monorail)

CVSKL的紧急部门落在
Jalan Stesen Sentral 5, 
于CVSKL 和Axiata 大厦 之间，
标有" Emergency/
Kecemasan"标牌。
内部设有紧急泊车位，本院工
作人员随时待命以提供协助。

紧急状况

依照主要大道上路牌的指示,
抵达KL Sentral后，继续沿着
Jalan Stesen Sentral 5或朝 
KLIA Express 
Departure Hall 
(机场快线离境大厅)方向前进 。
CVSKL就在 KLIA Express 
Departure Hall (机场快线
离境大厅)下客区的对面。
沿着最右方的车道行驶，
拐右进入CVSKL的地下室泊
车场或内部下客区。此外，
您也可以将车子停放在CVSKL 
Plaza Sentral之间的户外停
车位。

自行驾驶

先在 KL Sentral站下车，
随后前往 机场快线离境大厅 
（在KL Sentral的对面）。
接着，请走向出口处，
并使用人行道越过大路，
往Plaza Sentral方向前进，
随后您将发现CVSKL就在
您右方。

通过 机场快线抵
达机场后（吉隆坡
国际机场 &吉隆坡第
二国际机场）

吉隆坡心脏和脉管中心



www.cvskl.com

cvskl

CARDIAC VASCULAR SENTRAL KUALA LUMPUR    
Jalan Stesen Sentral 5, Kuala Lumpur Sentral, 50470 Kuala Lumpur,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Malaysia
Emergency line: +603-2276 7999
General line: +603-2276 7000

cvsklcvs.kl cvs_kl

Muzium Negara
MRT

地下室泊车场

露天泊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