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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机械碎栓和导管接触性溶栓对于下肢深
静脉血栓患者的股静脉瓣膜功能影响的比较
分析
程章波，丁杭，任飞，蓝永荣，李春平，雷云宏，韩涛
福建省立医院 心血管外科（福州 350001）

【摘要】 目的 比较分析药物机械碎栓和导管接触性溶栓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的股静脉瓣膜功能的影
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0 月到 2017 年 3 月我科室收治的 60 例急性髂股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的临床资

料。将患者分成三组，A 组 36 例患者（男 20 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 56 岁）仅行 CDT（catheter-directed
thrombolysis）治疗，B 组 15 例患者（平均年龄 55 岁，男 8 例、女 7 例）行单纯 PMT（pharmacomechanical
thrombectomy）治疗，C 组 9 例患者（平均年龄 56 岁，男 4 例、女 5 例）行 PMT 联合 CDT 治疗。比较三组治疗前
后股静脉瓣膜功能情况。结果

在出院时有 40.0%（24/60）的患者存在双侧下肢深静脉瓣膜的反流。有

40.0%（24/60）的患者存在单侧深静脉瓣膜反流（均为患肢）。有 20.0%（12/60）的患者没有瓣膜反流。单纯 CDT
治疗组中有 38.9%（14/36）的患者术后存在患肢股静脉瓣膜反流，单纯 PMT 治疗组中有 33.3%（5/15）的患者术后
存在患肢股静脉瓣膜反流，PMT 联合 CDT 组中有 55.6%（5/9）的患者术后存在患肢股静脉瓣膜反流（P=0.077），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PMT 相比于 CDT 并不增加对于深静脉瓣膜功能的损害
【关键词】 下肢深静脉血栓；药物机械碎栓；导管接触性溶栓；静脉瓣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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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vein valve function following pharmacomechanical thrombolysis (PMT) with
simple catheter-directed thrombolysis for deep vein thrombosi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sixty patients who suffered acute lower extremity deep vein thrombsis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October 2016 and March
2017.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ontralateral preprocedural duplex and bilateral postprocedure duplex to access patency and
valve function.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including a group A with catheter-directed thrombolysis
(CDT) alone (36 patients with 20 males and 16 females at average age of 56 years), a group B with PMT alone (15 patients
with 5 males and 4 females at average age of 56 years), and a group C with PMT combined CDT (9 patients with 5 males
and 4 females at average age of 56 years). The valve function was compared among the Group A, Group B and Group C.
Results There were 40.0% (24/60) patients had bilateral femoral vein valve reflux, 40.0% (24/60) patients had unilateral
femoral vein valve reflux (all in the treated limbs), 20% (12/60) patients had no reflux in both limbs. Of the limbs treated
with CDT alone, PMT alone and PMT combined CDT demonstrated valve reflux 38.9% (14/36), 33.3% (5/15) and 55.6%
(5/9) respectively (P=0.077). Conclusions

In patients suffering acute DVT, PMT or PMT combined CDT doesn’t

hamper valve function compared with CDT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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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
是仅次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第三大心脑血管疾
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住院患者的增加、骨
科手术的增长、肥胖人群的扩大以及多胎政策放开
导致怀孕妇女数量增多等 DVT 危险因素暴露增
加，DVT 的发病率正在逐渐上升。有症状的下肢
深静脉血栓，尤其是髂股静脉血栓正逐步成为最常
见的需要终身反复住院治疗的疾病，对患者个人和
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持续扩大。虽然在
近年来深静脉血栓的治疗方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但是，仍然有 20%～80% 的患者在接受了标准的抗
凝治疗后发展成为了不同程度的血栓后综合征，包
括静脉性的溃疡，严重地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1.2.1.1 下腔静脉滤器植入 所有患者在接受单纯
CDT 或者 PMT 治疗前，常规植入下腔静脉滤器保
护。
1.2.1.2 单纯 CDT 治疗组（A 组） 患者在手术床
上，于俯卧位在超声引导下穿刺患肢腘静脉并导入
5F 鞘管。患者再仰卧位，重新消毒铺巾，经腘静脉
鞘管内造影明确血栓范围及程度后，再于健侧股静
脉穿刺植入下腔静脉滤器。经腘静脉，在 0.035 in
260 cm Stiff 导丝及 5F Multipurpose 导管的配合下，
将 Stiff 导丝送入下腔静脉。沿 Stiff 导丝依次送入
12 mm×80 mm 及 10 mm×80 mm 球囊导管

。当标准抗凝治疗不能有效地清除 DVT 患者深

（Mustang，Boston Scientific，美国）扩张髂总、髂外

静脉系统内的血栓时，导管接触性溶栓（CDT）和

及股总静脉。扩张时如发现合并髂静脉压迫综合

药物机械碎栓（PMT）被证明是更加有效清除急性

征且狭窄程度>50%，同期行髂总静脉支架置入

期和亚急性期深静脉血栓的方式 。更有效地清除

术。沿导丝送入溶栓导管（AngioDynamics，5F

深静脉血栓和维持静脉管腔的通畅性可以减少血

UniFuse），头端位于髂总静脉汇入下腔静脉入口

栓后综合征的发生率 。相比于导管接触性溶栓，

处，根据血栓范围选择不同工作长度的溶栓导管。

药物机械碎栓的溶栓效率更高，而且可以明显缩短

退出 Stiff 导丝，封堵溶栓导管端孔，固定溶栓导管

治疗时间和减少溶栓药物的使用量 。然而药物机

体外段。患者返回病房后立即予以微量泵连接溶

械碎栓对于股静脉瓣膜功能的不良影响是否超过

栓导管，并以 50～75 万 IU 尿激酶/24 h 持续灌注。

了导管接触性溶栓仍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

1.2.1.3

[1]

[2]

[3]

[4]

[5-6]

。

单纯 PMT（B 组）或 PMT 联合 CDT 治疗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比较药物机械碎栓和导管

组（C 组）

接触性溶栓对于下肢深静脉患者股静脉瓣膜功能

组。AngioJet 及 Aspirex 的操作均按照厂家提供的

的影响。

操作步骤进行，其中 Aspirex 需更换其专用导丝。

1 临床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我科室收治的 60
例急性髂股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所有患者的
DVT 诊断均在术前行多普勒彩色超声明确，结合
病史和 D-二聚体确诊。
A 组 36 例患者仅进行了 CDT 治疗，24 例患者
进行了 PMT 或 PMT 联合 CDT 治疗，15 例为单纯
PMT（B 组），9 例为 PMT 联合 CDT 治疗（C 组）。
在 PMT 治疗中，10 例患者使用了 AngioJet（波士顿
科学技术公司，美国），14 例患者使用了
Aspirex（Straub 公司，瑞士）。A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
56 岁，男 20 例、女 16 例，平均发病时间 6.6 d，左
下肢 32 例、右下肢 4 例。B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 55
岁，男 8 例、女 7 例，平均发病时间 6.0 d，左下肢
13 例、右下肢 2 例。C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 56 岁，男
4 例、女 5 例，平均发病时间 7.0 d，左下肢 8 例、右
下肢 1 例。3 组患者均为单侧病变。

穿刺及球囊扩张方法同单纯 CDT 治疗

PMT 后造影如果残余血栓量仍较多则再联合 CDT
治疗，治疗方法及溶栓药物同单纯 CDT 组。
1.2.1.4

一般治疗

3 组患者均同时合用 LMWH

治疗（速碧林 0.1 ml/10 kg 皮下注射 Q12H）。有进
行尿激酶溶栓的患者监测血凝情况，如果纤维蛋白
原<2.0 g/L 时溶栓剂量减半，如果纤维蛋白原<1.0
g/L 时暂停溶栓治疗。所有患者出院后均口服华法
林抗凝治疗，维持 INR 在 2.0～3.0。
1.2.1.5 回收下腔静脉滤器

经治疗后复查造影显

示髂股静脉血栓消失或减少，下腔静脉及滤器内未
见明显血栓形成，回收下腔静脉滤器。

1.3 股静脉瓣膜功能的测量
当下肢深静脉瓣膜反流时间≥下秒即定义为
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 [7]。3 组患者均在术前行双
下肢深静脉的多普勒超声检查，同时记录健侧下肢
的深静脉瓣膜反流时间。出院时所有患者都行无
创的双下肢深静脉多普勒彩超检查，以评估瓣膜功
能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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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独立样本比较的 Kruskal-Wallis 检验用来

化和损害 [ 1 6 ] ，即便这些患者在治疗后静脉管腔再

比较各治疗组的瓣膜功能。采用 SPSS 23 统计软件

通，静脉瓣膜退化的情况也依然存在。深静脉瓣膜

包进行统计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功能不全呈现出一种进展性疾病的表现，这可能是

2 结果

由于瓣膜被残余的血栓包绕，而残余的血栓纤维化
之后影响了瓣膜功能 [17]。如果 DVT 患者的残余血

下肢深静脉瓣膜功能 在出院时多普勒彩超测

栓可以被完全清除，同时保留了瓣膜功能的完整

量的 60 例患者总共 120 条患肢中，有

性，那么患者远期的深静脉瓣膜功能将得到更好的

60.0%（72/120）存在股总静脉、股静脉或者腘静脉

保存[18]。

的瓣膜反流。有 40%（24/60）的患者存在双侧下肢

在本研究中，我们在术前和术后都同时测量了

深静脉瓣膜的反流。此 24 例患者在术前的双下肢

患者健侧和患侧的深静脉瓣膜功能。我们发现在

深静脉多普勒彩超检查中均存在健侧下肢深静脉

术前即存在健侧肢体深静脉瓣膜反流的患者，其术

瓣膜反流。有 40.0%（24/60）的患者存在单侧深静

后患侧肢体深静脉再通后出现瓣膜反流的概率要

脉瓣膜反流（均为患肢）。有 20.0%（12/60）的患者

明显高于术前健侧肢体没有深静脉瓣膜反流的患

没有瓣膜反流。

者。

单纯 CDT 治疗组中有 38.9%（14/36）的患者术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这是一个小样本量、单中

后存在患肢股静脉瓣膜反流，单纯 PMT 治疗组中

心和回顾性的研究。但是我们对所有入组的病例

有 33.3%（5/15）的患者术后存在患肢股静脉瓣膜反

均在术前和术后同时测量了患者健侧和患侧的深

流，PMT 联合 CDT 组中有 55.6%（5/9）的患者术后

静脉瓣膜功能。

存在患肢股静脉瓣膜反流（χ 的患者术后存在，

综上所述，CDT 和 PMT 对于急性 DVT 患者的

P=0.07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PMT 治疗组中，

治疗是安全有效的，PMT 能缩短住院和治疗时间，

使用 AngioJet 的患者有 60.0%（6/10）术后存在瓣膜

减少溶栓药物的用量继而降低出血的风险。PMT

反流，而使用 Aspirex 的患者中有 50.0%（7/14）术后

相比于 CDT 在短期内并不增加对于下肢深静脉瓣

存在瓣膜反流。

膜功能的损害。DVT 患者溶栓后发现的深静脉瓣

3 讨论

膜反流有可能是在发生 DVT 之前就已经存在，而

对于急性 DVT 的患者，单纯的抗凝治疗，远期
的血栓后综合征（post thrombosis syndrome，PTS）

且下肢深静脉瓣膜反流有可能是导致 DVT 形成的
诱因。关于 CDT 和 PMT 治疗后中远期的瓣膜功
能保存情况仍需要进一步观察研究。

的发生率高达 20%～80% [8] 。早期通过 CDT 或者
PMT 的方式快速而且高效地清除血栓，减低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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