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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腔导管抽吸在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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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探讨大腔导管抽吸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应用价值遥 方法院对 圆远 例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采用以 员园云

大腔导管抽吸为主的综合介入治疗袁其中置入可回收性下腔静脉滤器 圆猿 例袁腔内血管成形 员缘 例袁置入支架 员源 例遥结果院手术均
获得成功袁血栓抽吸效果达芋级者 圆员 例渊愿园援愿豫冤袁域级者 缘 例渊员怨援圆豫冤袁玉级者 园 例袁术中均未出现症状性肺栓塞尧血管壁破裂

等严重手术相关并发症袁出院时患者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缓解遥 结论院大腔导管抽吸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是一种简单尧安全尧有效
的方法袁值得临床推广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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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渊造燥憎藻则 藻曾贼则藻皂蚤贼赠 凿藻藻责 增藻鄄
灶燥怎泽 贼澡则燥皂遭燥泽蚤泽袁蕴耘阅灾栽冤是一种严重的静脉疾病袁继
发血栓脱落可引起肺栓塞袁 如早期未得到有效治
疗袁 血栓机化常遗留血栓后综合征渊责燥泽贼贼澡则燥皂遭燥泽蚤泽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袁孕栽杂冤遥 因此尽早开通受阻的静脉血管袁是
避免发生肺动脉栓塞尧降低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的
关键咱员暂遥 本科室自 圆园员圆 年 远 月耀圆园员源 年 员圆 月对 圆远
例 蕴耘阅灾栽 患者采用以大腔导管抽吸为主的综合介
入治疗袁疗效满意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组患者共 圆远 例袁男 员员 例袁女 员缘 例袁年龄 源远耀
愿远 岁袁平均 远缘援怨 岁遥 病变位于左下肢 圆员 例袁右下肢
缘 例遥 血栓范围累及髂静脉 怨 例袁髂股静脉 员员 例袁股
腘静脉 圆 例袁全下肢深静脉 源 例袁本组有 猿 例患者
在原下腔静脉滤器下方血栓形成遥 病程在 员源 凿 以内
者 圆猿 例袁员缘耀圆愿 凿 者 圆 例袁超过 圆愿 凿 者 员 例遥致病诱
因包括长期卧床者 员员 例袁恶性肿瘤者 猿 例袁下腔静
脉滤器置入后停止抗凝治疗者 猿 例袁后腹膜血肿压
迫髂静脉者 员 例袁原因不明确者 愿 例遥 主要临床症
状为患肢肿胀尧疼痛尧活动受限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静脉顺行造影
穿刺患肢足背浅静脉行下肢深静脉顺行造影袁
明确血栓部位尧范围尧阻塞程度及侧支循环情况遥
员援圆援圆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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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猿 例患者已置入下腔静脉滤器外袁其余患者
均经健侧股静脉置入可回收性下腔静脉滤器渊深圳
先健科技有限公司冤遥
员援圆援猿 穿刺入路选择
血栓范围累及髂静脉者袁经患侧股静脉穿刺抽
栓治疗曰血栓位于髂股静脉尧全下肢静脉者袁经患侧
腘静脉穿刺曰血栓位于股腘静脉者袁经健侧股静脉
穿刺后袁翻山至患侧股腘静脉内抽栓治疗遥
员援圆援源 血栓抽吸术操作
穿刺处置入 员园云 血管鞘袁经鞘将 员园云渊长度 愿园 糟皂冤
与 愿云渊长度 怨园 糟皂冤导引导管渊悦燥则凿蚤泽 公司袁美国冤沿
导丝同轴送入血栓处袁 退出导丝及 愿云 导引导管袁抽
吸前手推少量造影剂确保导管头端避开静脉瓣膜及
管壁袁导管尾端连接 圆园 皂蕴 注射器袁保持负压状态边
退边抽吸袁当负压消失袁顺畅抽出血液时停止抽吸动
作袁减少血液丢失遥血栓团块堵塞导引导管时袁保持负
压状态将导管撤出袁冲洗后重新置入遥 血栓团块较大
不易吸出时袁如患者无溶栓治疗禁忌证袁可经导管内
灌注尿激酶软化血栓袁对于髂静脉内的大块血栓可再
经 缘云 孕蚤早贼葬蚤造 导管旋转破碎成小块血栓后袁再行抽吸遥
抽栓时从血栓远心端向近心端抽吸袁近心端血栓多为
白色或混合性血栓袁与血管壁黏附较为紧密袁抽吸时
负压不宜过大袁避免损伤静脉管壁遥
员援圆援缘 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渊孕栽粤冤及支架置入术
对造影证实髂静脉存在闭塞或狭窄者 渊狭窄跃
缘园豫冤行 孕栽粤 和渊或冤支架置入治疗遥 球囊直径 员园耀
员圆 皂皂袁支架直径 员圆耀员源 皂皂渊月葬则凿 公司尧悦燥燥运 公司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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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公司冤遥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尧血栓抽吸尧孕栽粤
和渊或冤支架置入均在 员 次手术中完成遥

员援圆援远 术后治疗
淤抗凝治疗院术后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 源 员园园 哉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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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药物的持续灌注袁严重出血并发症的发生率可
达 缘豫耀员圆豫袁且因溶栓治疗时间较长袁住院时间及费
用也相应增加咱缘暂遥 经皮机械性血栓清除术渊责藻则糟怎贼葬鄄
灶藻燥怎泽 皂藻糟澡葬灶蚤糟葬造 贼澡则燥皂遭藻糟贼燥皂赠袁孕酝栽冤可以迅速清除

渊依诺肝素冤圆 次 辕 凿袁维持 缘耀苑 凿袁后续口服华法林
治疗至少 远 个月以上袁 定期监测凝血功能袁 维持

血栓尧减少溶栓药物剂量袁但相关器材昂贵袁远期疗
效也有待进一步观察咱远暂遥

例后腹膜血肿患者袁 在血肿情况稳定后再予抗凝
治疗遥 于辅助溶栓治疗院 对部分血栓残留及膝下

血栓清除率达芋级者占 愿园援愿豫袁 患者临床症状均获
得不同程度缓解袁 且术中均未出现相关严重并发
症遥 在澡怎 等咱苑暂以前瞻性的研究方法报道对 圆远 例采用
大腔导管抽吸治疗髂股静脉血栓袁血栓完全清除率

国际标准化比值渊陨晕砸冤在 圆援园耀猿援园 之间遥 本组中 员

深静脉内血栓患者袁 经患肢足背浅静脉行顺行溶
栓治疗袁尿激酶 圆园 万耀猿园 万 哉 辕 次袁每日 圆 次袁溶
栓治疗 猿耀缘 凿遥

员援猿 疗效判断
血栓抽吸治疗效果分为 猿 级咱圆暂院玉级院血栓清除
率约缘园豫曰域级院血栓清除率逸缘园豫而约怨缘豫曰芋级院血
栓完全清除或清除率逸怨缘豫遥
依据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介入治疗规范袁在患
者出院前和出院后 远 个月时根据体检和下肢深静
脉造影结果将临床疗效分为优尧良尧中尧差 源 级咱猿暂遥
圆 结

果

血栓抽吸效果达芋级者 圆员 例渊愿园援愿豫冤袁域级者
缘 例渊员怨援圆豫冤袁玉级者 园 例遥 经造影证实 圆远 例中有
员缘 例合并 酝葬赠鄄栽澡怎则灶藻则 综合征袁 均行 孕栽粤 治疗袁左
髂总静脉内置入支架治疗 员源 例遥 血栓抽吸操作时
间为 猿园耀远园 皂蚤灶袁平均约 源缘 皂蚤灶遥 术中估测每例患者
失血量 员园园耀源园园 皂蕴袁术后血红蛋白值及红细胞压积
较术前分别平均下降 员猿援缘 早 辕 蕴 及 源援苑豫遥术中均未出
现症状性肺栓塞尧血管壁破裂等严重并发症遥 本组
住院时间 源耀员源 凿袁平均 苑 凿袁出院时临床疗效优者 愿
例渊猿园援愿豫冤袁良者 员缘 例渊缘苑援苑豫冤袁中者 猿 例渊员员援缘豫冤袁
差者 园 例袁临床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解遥
本组 员愿 例取得 远 个月随访资料袁员 例术后第 圆
个月因胆囊癌广泛转移死亡袁 其余 员苑 例 远 个月时
临床疗效优者 远 例渊猿缘援猿豫冤袁良者 员园 例渊缘愿援愿豫冤袁中
者 员 例渊缘援怨豫冤袁差者 园 例遥
猿 讨

论

下肢深静脉血栓一旦明确诊断袁 应尽快清除血
栓袁尽量阻止病程进入慢性期遥 系统性抗凝治疗是下
肢深静脉血栓现阶段的标准治疗方法袁但抗凝治疗不
能直接溶解血栓袁即使充分抗凝袁仍有约 缘园豫的患者
发展成 孕栽杂 咱源暂遥 近年经导管直接溶栓渊糟葬贼澡藻贼藻则鄄凿蚤鄄
则藻糟贼藻凿 贼澡则燥皂遭燥造赠泽蚤泽袁悦阅栽冤治疗取得不错效果袁但因

本组采用 员园云 导引导管对血栓直接进行抽吸袁

达 怨圆援猿豫袁 且均未发生静脉管壁破裂及症状性肺动

脉栓塞袁本研究中血栓清除效果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与其研究大致相当遥 本组尿激酶使用剂量较 悦阅栽 治
疗明显减少袁孕葬则噪 等咱愿暂 报道仅用抽吸方法治疗下肢
深静脉血栓袁而不用溶栓药物袁同样取得良好效果遥
静脉管壁和静脉瓣膜的损伤以及肺动脉栓塞袁
是血栓抽吸治疗潜在的手术并发症咱怨暂遥 本组未观察
到静脉管壁的破裂和静脉瓣膜的严重损伤袁分析原
因主要为 员园云 与 愿云 导引导管同轴在导丝引导下进
入血管腔内袁避免了 员园云 导管头端引起的机械切割
作用袁抽栓时导管头端避开静脉管壁及瓣膜袁并且
本组病例多为急性患者袁以红色血栓为主袁较易吸出袁
以上因素均降低了损伤静脉管壁及瓣膜的机率遥但静
脉壁内膜及瓣膜的轻微损伤则通过造影很难发现遥本
组均未发生症状性肺栓塞袁原因可能为有下腔静脉滤
器保护袁抽吸时由血栓远心端向近心端操作袁最后开
通近心端血管袁减少了血栓脱落风险遥
对于髂静脉受压并发的深静脉血栓袁虽经导管
抽吸可以清除血栓袁 但不能改变解剖学上的异常袁
通过对狭窄段血管行 孕栽粤 或支架置入治疗可以及
时解除梗阻袁提高血流通畅率袁这对患者预后至关
重要咱员园暂遥 因此袁本组 员缘 例合并 酝葬赠鄄栽澡怎则灶藻则 综合征
患者袁均对其进行 孕栽粤 或支架置入治疗袁术后髂静
脉血流均恢复通畅遥
虽然本组资料为回顾性研究袁 且病例数较少袁不
能充分评估治疗效果遥 但是袁采用大腔导管抽吸治疗
下肢深静脉血栓袁手术操作简单袁对器械设备的要求
不高袁且适合人群广泛袁手术并发症少袁术后患者恢复
较快袁因而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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