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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探讨改良心包穿刺引流术中心包穿刺置管误入心室腔的原因及处理遥方法院采用一次性中心静脉穿刺管尧剑突

下及心尖穿刺路径对 远 例心包积液行心包穿刺引流术袁 术中心包穿刺置管误入心室腔后观察血流动力学变化袁 拔管后临床随

访遥 结果院远 例患者经保留误入心室腔导管尧随即再次心包穿刺置管引流袁半个月后拔出误置导管袁患者全部恢复袁无后遗症出
现遥结论院心包穿刺置管误入心室腔后袁即刻重新穿刺置入引流导管并保留该误入导管半个月后拔除袁未见新的严重并发症及后
遗症出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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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包积液是临床常见的疾病表现袁 心包穿刺则
是处理心包积液安全尧有效的方法之一遥 对心包持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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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与引流袋连接遥 在穿刺口处用缝线分别固定 圆 根
引流管袁敷以消毒敷料袁胶布固定导管袁将心包腔导

渗出尧有心脏填塞可能患者袁常常需要置入导管持续

管接引流袋固定于床旁袁 记录引流量和术后心率尧

引流遥 但心包穿刺属有创操作袁一些并发症往往难以

动脉收缩压和平均动脉压等遥

咱员暂

避免袁栽泽葬灶早 等 的一项大型系列报道中袁心包穿刺操

观察每天引流量及颜色袁复查心脏超声无明显

作成功率为 怨苑豫袁 而并发症发生率为 源援苑豫渊主要并

心包积液袁继续留置 圆 根导管 员缘 凿遥 先拔除误入心

不当将危及生命遥 南京市胸科医院心脏科近 缘 年来

心脏超声袁无明显心包积液量增加或心脏压塞现象

发症 员援圆豫袁次要并发症 猿援缘豫冤遥 部分主要并发症处理
共有 远 例患者在心包穿刺置入引流导管时引流导管

误置入心室腔袁经积极处理全部恢复袁无 员 例因心包
穿刺并发症而导致的死亡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圆园园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 月住院的患者袁 经临床尧

载 线尧二维超声检查明确心包积液诊断袁其中男 缘 例尧
女 员 例袁 年龄 猿远耀苑圆 岁遥 源 例为恶性肿瘤心包转移袁圆
例为结核性心包炎遥 均为中等量心包积液患者遥
员援圆

方法

常规心电监护遥 缘 例以剑突下为穿刺点袁员 例以

心尖部为穿刺点袁剑突下穿刺径路取剑突与左肋弓

交点处为穿刺点袁穿刺方向与腹前壁成 源缘毅角袁针指
向左腋下袁缓慢推进袁边进针边抽吸袁触及心包时可
感到针尖的刮擦感袁当进入心包腔时可感到阻力消
失袁此时即停止进针遥 采用 杂藻造凿蚤灶早藻则 导管法扩张入

路置入中心静脉导管袁经化验 远 例静脉导管抽出静

脉血袁均为将引流导管误置入右心室腔遥 保留误入
心室腔导管尧随即再次心包穿刺置管袁成功后将导

室腔导管袁保留心包引流导管曰观察 圆 凿袁再次复查
后拔除心包引流导管遥
圆

结 果
远 例患者经保留误入心室腔导管尧 随即再次心

包穿刺置管引流袁观察每天引流量及颜色袁心包引
流液颜色均未见明显变化袁每天复查心脏超声心包
积液量逐渐减少袁 呼吸困难等症状逐渐缓解或消

失袁心率减慢袁动脉收缩压和平均动脉压升高袁无 员
例心包积液量明显增加袁 半个月后拔出误置导管袁
观察 圆 凿袁再次复查心脏超声袁未见心包积液量明显

增加或心脏压塞现象袁拔除心包引流导管遥 患者全
部恢复袁无相关并发症及后遗症出现遥
猿

讨 论
心包积液是一种临床常见病症袁 病因以肿瘤

性尧结核性尧心衰性尧非特异性和风湿性等多见咱圆暂袁如
不及时诊治极易因心脏压塞危及生命或导致缩窄

性心包炎袁多需诊断性心包穿刺或置管引流遥 最早
始于 员怨怨远 年袁在美国 蕴燥则藻造造 等咱猿暂采用心导管与心包
穿刺相结合的方法袁采用猪尾巴导管行心包积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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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等院心包穿刺置管误入心室腔原因分析及处理

流术袁既能提供心包腔内压力的资料袁又能评价心
包穿刺的血流动力学情况袁 后在欧美大力推广袁作
为心包积液穿刺引流的主要方法遥 圆园园源 年欧洲心脏
病学会指南把它作为一种常用的方法 遥 近年来改
咱源暂

良心包穿刺引流术临床应用逐渐广泛袁心包腔留置

液袁但导入 允 型钢丝时袁由于穿刺针尖离右心室壁较

近袁钢丝穿破心室壁进入右心室腔袁术者对导入钢

丝时钢丝运行阻力判断经验不足遥 盂术前准备不充
分遥 有 圆 例因未向患者详细解释操作过程及必要
性袁致患者不能很好配合操作遥

中心静脉导管取代了猪尾巴导管袁在很大程度上减

对超声引导困难的患者袁悦栽 引导下穿刺袁 几乎

少了反复穿刺给患者带来的痛苦袁减轻了患者的经
济负担曰且便于对心包积液反复理化检查袁大大提

能满足一切所需要的影像学要求袁定位准确袁安全袁

高了心包积液的病因诊断遥 另外袁通过导管可多次

命性袁其发生及危害与术前适应证的掌握尧二维超

成功率高咱怨暂遥 心包穿刺术并发症的发生率高且具致

向心包腔内注射药物袁方便治疗遥 国内外资料显示袁

声心动图定位的采用尧医师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对

心包穿刺的危险性较高袁 威胁生命的并发症高达

各种并发症能否采取正确的防治措施有密切关系遥

员员豫耀圆园豫 遥 严格掌握适应证并建立一系列安全体
咱缘暂

因此袁必须对其相关因素进行相应的处理袁从而确

系是减少并发症的重要保障遥 目前认为心脏压塞为

保心包穿刺术的安全性遥

心包穿刺主要适应证曰部分感染性尧肿瘤性尧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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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尧原因不明性心包积液亦可采用袁但尽可能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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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超声心动图显示心前后壁同时有液性暗区且前

壁暗区跃 员园 皂皂 时行心包穿刺 咱远暂曰诊断性心包穿刺

燥怎贼糟燥皂藻泽 泽责葬灶灶蚤灶早 圆员 赠藻葬则泽 咱允暂援 酝葬赠燥 悦造蚤灶 孕则燥糟袁

由技术熟练尧经验丰富医师操作袁并配备一系列抢
测定位袁 并要求术者亲临观察以确定穿刺点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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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及穿刺针是否穿入心腔遥 为保证心包穿刺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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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意外事故的紧急处理袁 应做好术前准备工作袁包
括给患者解释清楚袁交代注意事项袁取得患者合作曰
术前应吸氧尧带除颤心电监护仪尧建立静脉通路尧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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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袁可增加操作的安全性 遥 以往常用方法是将穿刺

有关院淤未能严格掌握心包穿刺适应证袁中等量心
包积液未能在超声引导下操作遥 本组患者均为中等
量积液行诊断性穿刺袁 术前超声心前壁暗区约 员园

皂皂袁心后壁液性暗区较大袁故心包穿刺时应在超声

引导下操作遥 于操作者经验不足尧技术不熟练遥 圆 例
穿刺针直接进入右心室腔袁将静脉血误判为血性心

包积液袁源 例穿刺针进入心包腔袁 且确定为心包积

渊员园冤院苑怨源原苑怨缘

月葬蚤皂 阅杂援 郧则燥泽泽皂葬灶爷泽 糟葬则凿蚤葬糟 糟葬造澡藻贼藻灶贼葬贼蚤燥灶袁葬灶早蚤燥早则葬责澡赠袁

葬灶凿 蚤灶贼藻则增藻则灶贼蚤燥灶 咱酝暂援 缘贼澡 藻凿援 晕藻憎赠燥则噪院蕴蚤责贼蚤灶糟燥贼贼 宰蚤造造蚤葬皂泽
驭 宰蚤造噪蚤葬泽袁员怨怨远院苑愿苑原愿园园

酝葬蚤泽糟澡 月袁杂藻枣藻则燥增蚤糟 孕酝袁砸蚤泽贼蚤糟 粤阅袁藻贼 葬造援 栽葬泽噪 枣燥则糟藻 燥灶

贼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燥枣 责藻则蚤糟葬则凿蚤葬造 凿蚤泽藻葬泽藻泽 燥枣

燥早赠咱允暂援 耘怎则 匀藻葬则贼 允袁圆园园源袁圆缘渊苑冤院缘愿苑原远员园

咱缘暂

刘坤申袁夏

咱远暂

杂糟澡怎泽泽造藻则 允酝袁郧则葬赠遭怎则灶 孕粤援 悦燥灶贼则葬泽贼 早怎蚤凿藻凿 贼憎燥鄄凿蚤皂藻灶鄄

图 杂栽 段出现改变袁已经损伤到心肌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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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与心电图机胸导联 灾员 相连袁 当出现 杂栽 段明显抬

肌肉等冤干扰袁本法并不敏感袁进针较快时袁未等心电

涛袁等援 心包积液住院患者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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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种原因渊心肌纤维化尧心电图基线不稳尧电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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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遥 但对于心包积液量较少者袁采用超声引导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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