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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下凝血酶注射治疗股动脉假性动脉瘤３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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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超声引导下凝血酶注射（ＵＧＴＩ）治疗医源性股动脉假性动脉瘤（ＰＳＡ）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方法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对３６例经皮股动脉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术后发生的股动脉ＰＳＡ进行了
ＵＧＴＩ，其中男２１例，女１５例，年龄３４～８２（６３．５士１０．８）岁。造影术后发生１１例，支架置入术后发生２５例。凝血酶
注射成功后平卧４～６ｈ。所有病例均在治疗后１～３ｄ复查超声，３０ｄ临床随访。结果３６例患者，单囊腔ＰＳＡ ３２个，
复合囊腔ＰＳＡ ４个（≥２个腔），瘤腔平均为（２．９８土１．３０）ｅｍ×（１．８４士０．７５）ｅｍ，凝血酶注射剂量为２５０～１０００
（６４４．２９士２３９．１０）Ｕ，３４例患者１次ＵＧＴｌ即刻闭合瘤腔，２例注射凝血酶５００Ｕ后动脉与瘤腔通道血流明显减弱，
在超声引导压迫下５ｒａｉｎ闭合。ＵＧＴＩ治疗ＰＳＡ成功率为９４．４％（３４／３６）。Ｉ例注射凝血酶１０００Ｕ后虽然瘤腔闭
合，但股浅动脉内血栓形成，行外科手术治疗。１例注射凝血酶５００Ｕ后瘤腔闭合，但２ｍｉｎ后出现寒颤、高热过敏反
应，对症处理后好转。术后１ｄ复发２例，１例超声引导压迫后瘤腔闭合，另１例再次注射凝血酶１０００Ｕ成功闭合，
３０ｄ临床随访无复发，ＵＧＴＩ治疗ＰＳＡ复发率为５．６％（２／３６）。结论ＵＧＴＩ治疗股动脉ＰＳＡ是一简单，安全、快
速、耐受好的方法，可作为临床治疗ＰＳＡ的首选方法。
【关键词】动脉瘤；股动脉；凝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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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凝及抗血小板药物的大量应用及冠状动
脉介入诊疗新技术的不断开展，医源性股动脉假性

普勒实时观察瘤腔内血栓形成情况，若血栓形成良
好，停止注射凝血酶溶液，拔出针头。
术后监测：术后１０ｍｉｎ复查彩超，若无异常，无

动脉瘤（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ＰＳＡ）已成为经股动脉
入路行有创检查和介入治疗的常见并发症。笔者应

包扎返回病房，术肢制动６ ｈ即可下地活动，术后．

用超声引导下瘤腔内注射凝血酶（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

１～３ｄ复查超声。

ａｎｔｅ

ｔｈｒｏｍｂｉｎ ｉｎｉｅｃｔｉｏｎ，ＵＧＴＩ）治疗股动脉ＰＳＡ ３６

结

２

例，取得较好疗效，报道如下。
凝血酶注射剂量为２５０～１０００（６４４．２９士
１资料和方法
１．１

果

２３９．１０）Ｕ，３４例患者一次性瘤腔内注射凝血酶即

临床资料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北京

刻闭合瘤腔，２例注射凝血酶５００Ｕ后股动脉与瘤颈

市通州区潞河医院共收治经皮股动脉行冠状动脉造

部残存瘤腔，观察５ｍｉｎ无变化，随即用超声探头压

影和介入治疗所致的医源性ＰＳＡ患者３６例，其中

迫瘤腔，５ｍｉｎ后瘤腔完全闭合。ＵＧＴＩ治疗假性动

男２１例，女１５例，年龄３４～８２（平均６３．５±１０．８）

脉瘤即刻成功率为９４．４％（３４／３６）。ＵＧＴｌ相关并

岁。造影术后发生１１例，支架置入术后发生２５例，

发症：１例注射凝血酶１０００Ｕ成功１２ｈ后患者出现

均为右侧股动脉ＰＳＡ。首选ＵＧＴＩ治疗２９例，保

腹股沟区疼痛伴患肢麻木，查体发现足背动脉搏动

守治疗或超声引导压迫失败７例。单囊腔ＰＳＡ３２

消失，复查超声示股浅动脉内血栓形成，用ｒ－ｔＰＡ静

个，复合囊腔ＰＳＡ ４个（≥２个腔），瘤腔大小平均为

脉溶栓症状逐渐缓解，但因动脉内仍残存血栓而行

（２．９８±１．３０）ａｍ×（１．８４士０．７５）ａｍ。ＰＳＡ与患侧

外科手术。１例注射凝血酶５００Ｕ成功２ｍｉｒａ后出

股动脉间瘘道距离（长度）２．２～２６ｒａｍ，平均

现寒颤、高热过敏反应，经地塞米松等抗过敏治疗后

６．０ｍｍ，瘘口直径１．７－－－３．５ｍｍ，平均２．５ｒａｍ，抗血

１

小板药物和抗凝药物应用３０例。病程１～１７ｄ，平

放，在超声引导压迫后成功闭合，另１例瘤腔完全开

均３ｄ。所有患者无动脉瘤部位皮肤坏死、感染或局

放，再次注射凝血酶１０００Ｕ后成功闭合。３０ｄ随访

部压迫症状（神经病变，间歇跛行和严重肢体缺血）。

无复发，ＵＧＴＩ复发率为５．６％（２／３６）。

１．２方法术前仔细询问患者是否有凝血酶接触
史或过敏史，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主要内容包括

ｈ完全恢复。术后１ｄ复发２例，１例瘤腔部分开

３讨论

ＵＧＴＩ失败，需外科修复；动脉血栓形成；过敏反应。

１９８６年Ｃｏｐｅ等［１】应用ｘ－线辅助凝血酶注射

９，Ａｃｕｓｏｎ

治疗假性动脉瘤，１９９７年以后ＵＧＴＩ治疗股动脉

１２８ＸＰ／１０型彩色多普勒超声仪。灵活选用探头，

ＰＳＡ的报道增多［２］，国内从２００２年起应用ＵＧＴＩ

采用高频线阵探头扫查，频率５～１０ ＭＨｚ。

治疗ＰＳＡ［３～５１。

使用仪器为ＧＥ ＬｏＧＩＱ ７，ＬｏＧＩＱ

药物配制：将１支凝血酶（武汉海特生物制药

３．１

成功率

ＵＧＴＩ治疗ＰＳＡ的成功率为９１％～

股份有限公司，５００Ｕ或ｌＯＯＯＵ／支）加入生理盐水

１００孵６１，成功率与是否应用抗凝药物、动脉瘤形成

ｍｌ或ｌｍｌ，使每毫升盐水含凝血酶５００～

时间长短及瘤体大小有关［７］。本组病例ＵＧＴＩ治

０．５

１０００Ｕ，用１ｍｌ注射器抽吸后备用。

疗ＰＳＡ的即刻成功率为９４．４％，且处理ＰＳＡ时未

采用高频线阵探头，将与内含１０ｍｌ空气的

停用抗凝和抗血小板药物，同上述报告一致。少数

２０ｍｌ注射器连接的２０Ｇ或２２Ｇ针头在超声引导下

患者于凝血酶注射治疗后会有残存瘤腔，一般发生

缓慢刺入瘤腔，二维灰阶可清楚显示针尖在瘤腔的

于原瘤体颈部。当残存瘤腔较小，可采用超声探头

位置，针尖应尽量远离瘤颈部而位于瘤腔远端边缘，

辅助加压疗法，有助于凝血酶扩散到残存瘤腔部

见回血后，去掉针柄，与装有凝血酶溶液注射器连

位［８］。本组病例中２例患者术后出现残存瘤腔，均

接，向瘤腔内缓慢（３～５ｓ）注入凝血酶溶液。彩色多

经探头加压５ ｍｉｎ后残存瘤腔消失，１ｄ后超声随访

万方数据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第７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ｌｔ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无复发。

ｐｅｒｅ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ＵＧＴＩ治疗ＰＳＡ所用凝血酶剂量２００

［２］Ｋａｎｇ

７

Ｎｏ

·３９７·

５

ｔｈｒｏｍｂｉｎ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

ＳＳ，Ｌａｂ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Ｎ，Ｍａｎｓｏｕｒ ＭＡ，ｅｔ ａ１．Ｅｘ－

ｐａｎｄ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

量之间。
并发症

Ｖｏｌ

２００８

１９８６，１４７：３８３－３８７．

１５１０Ｕ

不等，本组病例２５０一－１０００Ｕ，介于文献报道所用剂

３．２

Ｏｃｔ

ｔｈｒｏｍｂｉｎ ｉｎ—

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Ｊ Ｖａｓｅ Ｓｕｒｇ，２０００，３１：

ＵＧＴＩ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３％，

２８９—２９８．

其中栓塞发生率０．５％，并发症的发生与操作者的

［３］郭金成，马长生，张正海，等．股动脉假性动脉瘤治疗

经验明显相关。并发症包括动静脉血栓形成，肺栓

方法的选择．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２，３０（增刊）：

塞，迷走反射，下肢深静脉血栓，穿刺部位红斑，

９９—１０１．

局部脓肿，蓝趾，腿及臀部疼痛，过敏及动脉瘤破裂

［４］郭金成，马长生，姚立云，等．经皮股动脉穿刺介入治

等［６１。本组有１例凝血酶外溢至股动脉导致股浅动

疗后合并症假性股动脉瘤的凝血酶治疗．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２００３，３１：５１７—５１９．

脉血栓形成，用ｒ－ｔＰＡ经静脉溶栓疗效差，而行外科
修复。文献有关于凝血酶所致的动脉血栓形成用

［５］李爱民，黄岚，覃军，等．假腔内注射凝血酶治疗股动
脉假性动脉瘤（附６例临床分析）．重庆医学，２００３，

ｒｔ—ＰＡ直接动脉内溶栓治疗成功的报道［９］。但该方

３２：１１－１２．

法的有效性、安全性及是否适合其他部位的动脉
ＵＧＴＩ时并发急性血栓形成尚待进一步评估。采用

［６］Ｗｅｂｂｅｒ ＧＷ，Ｊａｎｇ Ｊ，Ｇｕｓｔａｖｓｏｎ
ｒａｒｙ

ＵＧＴＩ法中宜尽量降低凝血酶浓度和剂量，并加强
术后远端动脉的观察，采用低浓度的凝血酶

［７］

凝血酶可引起ＩｇＥ介导的Ｉ型过敏反应。本

３．３

复发率

０。。

ＷＲ，Ｔａｙｌｏｒ ＳＭ。Ｃｏｆｆｅｙ

ＣＢ，ｅｔ

ａ１．Ｕｌｔ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ｍ Ｓｕｒｇ，

［８］Ｐａｕｌｓｏｎ

ＥＫ，Ｓｈｅａｆｏｒ ＤＨ，Ｋｌｉｅｗｅｒ

ＭＡ，ｅｔ ａ１．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ｅ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ＵＳ－ｇｕｉｄｅｄ ｔｈｒｏｍｂｉｎ ｉｎｊｅｅ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ｏｍ—

人凝血酶。另外，局部应用凝血酶可以诱发不受因

师的高度重视［１

Ｓａｅｋｅｔｔ

２０００，６６：９３７－９４０．

既往接触过凝血酶的患者，应当进行皮试或更换为

蛋白发生交叉反应，导致严重的出血，应引起操作医

ａ１．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 ｔｈｒｏｍｂｉｎ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ｅ ｆｅｍｏｒａｌ

组病例中１例患者应用牛凝血酶后出现急性过敏反

子Ｖ调节的凝血酶抗体的产生，该抗体能与人凝血

Ｓ，ｅｔ

ｐｏｓｔｅ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ｅｕ—

ｒｙｓｍ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１５：２６６６—２６７４．

（２００ｋＵ／Ｌ）有助于降低动脉血栓的发生。

应，表现为发热、寒战，经对症处理好转。故建议对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１５：４０３－４０８．

［９］

Ｓａｄｉｑ

Ｓ，Ｉｂｒａｈｉｍ Ｗ．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ｍｂｉｎ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ｆｅｍｏ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ａ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ｓｉｓ．Ｊ Ｖａｓｅ

ＵＧＴＩ治疗ＰＳＡ术后复发率为

ｏ％～９％，平均３．３％［６］，本组病例为５．６％，ＰＳＡ

Ｉｎｔｅｒｖ 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ｌ，１２：６３３—６３６．

［１０］Ｖｄｚｑｕｅｚ

Ｖ，Ｒｅｕｓ

Ｍ，Ｐｉｎｅｒｏ Ａ，ｅｔ ａ１．Ｈｕｍａｎ ｔｈｒｏｍ—

复发后可以采用超声探头压迫或重复凝血酶注射，

ｂｉｎ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本组１例瘤腔在超声探头压迫下闭合，另１例采取

ｂｏｖｉｎｅ

ａｎｄ

凝血酶再次注射成功。
总之，ＵＧＴＩ治疗ＰＳＡ是一简单、快速、安全的
方法，应作为临床治疗ＰＳＡ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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