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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患者行漂浮导管术的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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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评价漂浮导管术在心力衰竭患者中的安全性。方法：入选 2013 年 1 月—2017 年 7 月期间行漂浮导管术的心

力衰竭患者，记录操作并发症和手术不良反应。结果：278 例入选，平均年龄（55.4 ± 14.3）岁，其中男 188 例，女 90 例，漂浮导管

术操作的平均时间为（32.4 ± 15.6）min。共 24 例出现了并发症或不良反应，1 例因血管鞘弯折未成功行漂浮导管术，2 例因术

中心衰加重停止手术未成功，其余 275 例均成功行漂浮导管术，其中 261 例经右侧颈内静脉途径，14 例经右锁骨下静脉途径。
并发症有穿刺误入动脉 10 例，气胸 1 例，局部血肿 5 例，声音嘶哑 1 例，3 度房室传导阻滞 3 例，上腔静脉血肿 1 例。无血胸、死

亡等严重并发症发生。并发症和不良反应能够自行好转或经治疗后好转，无后遗症。结论：对心力衰竭患者由有经验的医师
检查漂浮导管术的安全，其结果对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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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导管即 Swan⁃Ganz 导管，自 1970 年进入临
床，是一种有创检查技术，可直接测量腔静脉、右心
房、右心室、肺动脉压力及血氧饱和度，测量持续心
输出量［1］，一直被视为临床血流动力学监测的“金标
［2］
准”
，并根据其测得的肺毛细血管楔压（pulmonary
artery wedge pressure，PAWP）、心排出量等各项指
标辅助各种复杂的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指导临床
治疗［3］。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严
重和终末阶段，其发病率逐年升高，逐渐成为当今
心血管内科最常见疾病之一［4］。漂浮导管通过测量
心力衰竭患者的 PAWP、心输出量以及房室压力等
参数判断患者的心功能情况，用以预测心力衰竭患
者的远期生存率，为心力衰竭患者药物调整或行心
脏再同步化治疗（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
CRT）提供参考［5-6］。本研究旨在探讨心力衰竭患者
行漂浮导管检查的安全性，
为未来临床开展此项检查
提供参考，
同时指导心力衰竭患者的进一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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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为单中心、
回顾性临床研究。入选2013年
1 月—2017 年 7 月期间入住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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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心力衰竭患者 278 例，入院时心功能均为纽
约心功能分级（NYHA）Ⅱ~Ⅳ级，并经二维超声心动
图证实存在射血分数降低（改良 Simpson 法测量左
［1-2］
室射血分数＜50%）
。基础疾病包括扩张型心肌
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
瓣膜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等所致心力衰竭患者，
经内科治疗后，患者心功能相对稳定，仰卧位无明
显胸闷气喘症状，能够耐受平卧位后行漂浮导管检
查术。排除标准：超声心动图证实存在先天性心脏
病、需介入治疗的肺血管疾病。
1.2 方法
漂浮导管术于心导管室进行，操作过程中持续
心电监护、血压监测及血氧饱和度监测，患者均取
仰卧位，常规消毒铺巾，穿刺右侧颈内静脉或右侧
锁 骨 下 静 脉 ，使 用 6 腔 Swan ⁃ Ganz 漂 浮 导 管
（774HF75），连接连续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Vigi⁃
lance Ⅱ）依次测量上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肺动
脉压力、肺毛细血管楔压及血氧饱和度，测量连续
心输出量。连续心输出量监测是在传统热稀释法
的基础上做了改进，改良的 Swan⁃Ganz 导管在距尖
端 14~25 cm 处增加了一段热敏导丝，能够连续随机
发放微弱的脉冲能量信号，引起右心血温的微弱变
化。位于导管尖端 4 cm 处的热敏电阻能够敏锐地
捕捉到这种温度变化。依据 Stewart⁃Hamilton 能量
守恒定律，由血流动力学监护仪自动绘制冲刷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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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动精确计算 1 个心输出量，每隔 30~60 s 就自动
更新 1 个数值，自动绘制出 1 个连续的趋势曲线，从
而实现了连续监测。记录在主屏的显示反映 3~6
min 之前的加权平均数值的心输出量。右室射血分
数由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根据持续心输出量推
算。检查结束后拔除漂浮导管及鞘管，消毒并按压
穿刺部位，
待患者情况稳定后返回病房。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AS9.3 管理数据库，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标准差（x ± s）表示，计数资料使用百分构成比表示。
2

表2

行漂浮导管术患者的各种疾病构成

疾病类型

倒数

构成比（%）

扩张型心肌病

141

050.7

030

010.8

心脏瓣膜病
肺动脉高压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高血压心脏病
心肌病（除外扩张型心肌病）
其他
总计

行漂浮导管术中发生并发症或不良反应的 24 例患者
及处理情况

并发症或不良反应
手术未成功
血管鞘弯折
术中心衰加重
0

并发症
穿刺误入动脉

一般资料
本组278例，
年龄19~82岁，
平均（55.4 ± 14.3）岁，
其中男 188 例（67%），女 90 例（33%）。各种疾病组
成情况：扩张型心肌病 141 例、心脏瓣膜病 55 例、肺
动脉高压 30 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9 例、
高血压心脏病 15 例、心肌病（除外扩张型心肌病）
13 例、其他 5 例（表 1）。手术当时患者心功能Ⅱ级
195 例，Ⅲ级 83 例，无心功能Ⅳ级患者。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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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度房室传导阻滞 3 例。无血胸、死亡等严重并发症
发生。并发症和不良反应能够自行好转或经治疗
后好转，无后遗症，
具体见表 2。

结 果

2.1

2.2

大 学

055
019
015
013
005
278

019.8
006.8
005.4
004.7
001.8
100.0

手术结果
成功行漂浮导管术的患者共 275 例，均取仰卧
位，采用右侧颈内静脉成功穿刺 261 例，其余 14 例
改为右锁骨下静脉路径穿刺成功。漂浮导管完成
时间平均（32.4 ± 15.6）min。
2.3 并发症
共 24 例出现了并发症或不良反应（表 2），1 例
因血管鞘弯折未成功行漂浮导管术，2 例因术中心
衰加重停止手术，其余 275 例均成功行漂浮导管术，
其中 261 例经右侧颈内静脉途径，14 例经右锁骨下
静脉途径。与穿刺及漂浮导管操作相关并发症有
21 例（7.6%），包括穿刺误入动脉 10 例，局部血肿
5 例，气胸 1 例，声音嘶哑 1 例，上腔静脉血肿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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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处血肿
气胸
0

声音嘶哑
上腔静脉血肿
3 度房室传导阻滞

3

例数

处理及结果

03

0

02

终止手术，
改变体位，

21

0

05

局部加压包扎，
无不良后果

0

无不良后果

01

保守治疗后好转

01

终止手术，
无不良后果

0

内科治疗后好转

10

局部按压，
无不良后果

01

吸氧，
卧床休息后好转，

01

无特殊处理，
自行好转

03

无特殊处理，
自行好转

讨 论

心力衰竭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心室舒张
及收缩功能受损的一组复杂的临床综合征，可表现
为呼吸困难及乏力（活动耐量下降），以及液体潴留
［4］
（体循环及肺循环淤血）
。详细而准确地了解心衰
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能够极大帮助指导临床心
衰治疗［6］。此时作为诊断血流动力学“金标准”的漂
浮导管术的应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漂浮导管术的
应用并非没有风险。漂浮导管术最常见并发症与
静脉穿刺有关，如局部血肿、穿刺误入动脉等，其次
为心脏并发症，如心律失常［7-8］、导管扭结或堵塞及
导管相关感染也时有出现。进行右心导管检查术的
病死率可达 0.06%~4.20%，死亡原因有肺动脉损伤、
心搏骤停、
急性右心功能衰竭以及广泛肺栓塞［8］。本
研究心衰患者进行漂浮导管术并未发生死亡及严
重并发症，分析其原因可能有：①在进行漂浮导管
术前，先给予药物保守治疗使其心功能好转后再进
行漂浮导管检查术，虽仍有 2 例术中出现心衰加重，
但及时停止手术操作并予以药物治疗后患者心衰
得到控制，并未产生严重后果；②在进行漂浮导管
术中，予以严密心电监护、血压监测等处理［9］，操作
时进管动作轻柔，导管进入右心房后立即给气囊充
气，
尽量减少导管尖端对心房及心室内膜的刺激，
球
囊充气时间一般不超过 2~3 min，并在完全放气后缓
慢轻柔地从肺动脉回撤，避免损伤肺动脉；③进行
漂浮导管术的患者，术前 8 h 及术后 8 h 常规应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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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肝素进行抗凝，避免出现严重血栓栓塞事件。
尽管会增加术中出血风险，但轻柔的穿刺动作，穿
刺误入动脉后立即拔针并加压包扎均能有效止血，
无不良后果发生［7］。
本研究出现的主要并发症与静脉穿刺有关，共
16 例（5.8%），其中穿刺误入动脉 10 例，局部血肿
5 例，气胸 1 例，声音嘶哑 1 例。穿刺误入动脉进针
后可见血液搏动样涌出，此时立即拔针并局部压迫
5~10 min，无不良后果出现；局部血肿的出现可能与
右颈内静脉及右锁骨下静脉穿刺部位皮肤较松弛，
且术前应用肝素抗凝有关，给予有效压迫止血、加
压包扎并卧床休息后无不良后果发生，有效的健康
宣教和严密观察可以明显减少因患者早期不当活
动引起的拔管后局部血肿；1 例气胸发生在经右侧
锁骨下静脉穿刺时，患者术中无明显不适，术后诉
胸闷，查胸片示少量气胸，予吸氧及卧床休息后好
转；1 例术后出现声音嘶哑，未做特殊处理，患者声
音嘶哑自行好转，考虑与穿刺处血肿压迫喉返神经
有关，待血肿吸收消散解除压迫后，声音嘶哑好
转。我们认为由有经验的医师进行操作，并进行精
确的术前体表标志定位可以安全有效地进行静脉
穿刺。
本研究中出现 1 例上腔静脉血肿，3 例 3 度房室
传导阻滞，考虑与漂浮导管操作有关。1 例上腔静
脉血肿考虑与进鞘管时导管尖端损伤上腔静脉有
关，血肿体积小，予保守治疗后好转未遗留后遗症；
3 例发生 3 度房室传导阻滞的患者，其术前心电图即
为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手术过程中导管刺激右
室流出道时出现 3 度房室传导阻滞，在导管调整位
置或退出心腔后，即恢复原有的完全性左束支传导
阻滞心电图。但如术中心律失常持续发生或出现
致命性心律失常时，应及时退出导管并予以药物治
疗、临时起搏或电复律治疗［7］。
本研究显示心力衰竭的患者经正规内科治疗，
心功能好转后进行漂浮导管术是安全的，严重并发
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低。进行漂浮导管术前对患
者进行全面评估、充分的术前准备、术中严密监护
以及有经验的操作者是降低并发症的关键。本研
究为单中心研究，且入组病例较少，未纳入先天性
心脏病患者及需介入治疗的肺血管疾病患者，有一
定局限性，但笔者仍希望能为临床开展漂浮导管术
提供一定参考，同时漂浮导管检查所得参数对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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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患者的进一步治疗有较强指导意义，有研究通
过漂浮导管检测 CRT 植入术前慢性心衰患者 PAWP
值预测 CRT 的反应性，结果显示术前 PAWP 检查对
CRT 反应性有较好的预测价值［6］；有研究显示左心
疾病相关性肺高压发病率逐年升高，当此类患者同
时合并有舒张期肺血管压力>7 mmHg 时，肺血管疾
病发生率和病死率均增加［10］，此时漂浮导管的应用
将为这类患者诊断及用药提供更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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