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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贴用于老年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患者经股动脉
7F动脉鞘管接受冠脉介入治疗的临床观察研究
王永1，赵宏伟1，王成福1，范春煜1，张晓娇1，罗德峰1，朱宇1，陈宝君1，于国宁2，侯爱洁1，栾波1
【摘要】目的 评估经皮止血贴在经股动脉接受介入治疗的老年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患
者介入术后止血效果及早期下床活动的可靠性。方法 连续入选2016年1月~2018年4月就诊于辽宁省人
民医院心内科，明确诊断为CTO病变接受冠脉介入治疗的老年患者（＞65岁）133例，随机分为观察
组（止血贴CLO-Sur PAD，72例）与对照组（按压止血，61例）。观察患者术后即刻止血时间、卧床
时间、术区相关出血情况、全身不良反应等。结果 使用止血贴的观察组患者的平均止血时间[（9.8±
1.9）min vs.（15.4±2.6）min]、加压包扎平均时间[（2.4±0.5）h vs.（8.6±3.1）h]和平均卧床时间[（4.1
±1.2）h vs.（20.4±4.3）h]均低于对照组患者（P均＜0.001）。术区出血相关并发症的比较中，观察
组发生瘀斑（8.3% vs. 26.2%）、渗出（2.8% vs. 16.4%）和小血肿（2.8% vs. 13.1）的患者均少于对照组
（P均＜0.05）。观察组出现迷走反射、尿潴留、后背酸痛、下肢麻木的人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均
＜0.05）。结论 经股动脉接受介入治疗老年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患者应用经皮无创止血贴止
血，能有效减少股动脉穿刺点术区出血相关并发症，缩短按压止血时间，提早下床活动，进而减轻全身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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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ostasis Pad used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of coronary artery undergone
coronary interventional therapy via femoral 7F arterial sheath pipe: a clinical observational study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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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hemostatic effect of Hemostasis Pad (CLO-Sur PAD) and reliability of

early ambul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of coronary artery (CTO) undergone transfemoral
interventional therapy. Methods CTO patients (aged>65, n=133) undergone coronary interventional therapy
were continuously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in People’s Hospital of Liaoning Province from Jan.
2016 to Apr. 2018, and divided randomly into observation group (treated with CLO-Sur PAD, n=72) and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pressing to stop bleeding, n=61). The immediate hemostatic time, bed rest time, bleeding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the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 and systemic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after the
procedure. Results The average hemostatic time [(9.8±1.9) min vs. (15.4±2.6) min], average time of pressing to
stop bleeding [(2.4±0.5) h vs. (8.6±3.1) h] and average bed rest time [(4.1±1.2) h vs. (20.4±4.3) h] were all low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ll P<0.001). The comparison in bleeding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the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 showed that the patients with skin ecchymosis (8.3% vs. 26.2%), exudation (2.8% vs.
16.4%) and small subcutaneous hematoma (2.8% vs. 13.1) were all less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ll P<0.05). The patients with vagus reflex, urinary retention, backache and numbness of lower limbs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CLO-Sur PA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leeding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the interventional procedure, shorten the time of pressing
to stop bleeding, advance early ambulation and decrease systemic adverse reaction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TO
undergone transfemoral interventional therapy.
[Key words] Hemostasis Pad;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of coronary artery; Interventional therapy; Elderly
patients; Complications at punctur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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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CTO）病变是指冠
状动脉（冠脉）闭塞时间≥3个月，冠脉造影提
示正向TIMI血流0级 [1,2]。既往研究证实约20%的
冠心病患者合并至少一支血管CTO病变 [3]。越来
越多的研究证实CTO患者成功血运重建可有效改
善心肌缺血和缓解心绞痛[4]，改善左心室功能[5]，
及临床预后[6,7]。事实上老年CTO患者依然可以从
成功的介入治疗获益[8,9]。但是CTO介入治疗手术
风险高，手术时间长，围术期更强的抗凝力度，
术中更多的选用股动脉入路，更多的使用7F动脉
鞘管，因此患者同时伴有很高的出血风险，特别
是老年CTO患者合并更多的其他系统性疾病，手
术风险更高，出血相关风险更大，其中术区相关
出血占很大比例。因股动脉血管不易压迫，许多
老年患者不能配合术肢制动，因此探究股动脉术
区有效的止血方法，简化止血流程，缩短术肢制
动时间，降低术区并发症，提高患者舒适度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无创止血贴（CLO-Sur PAD）
大小约为5×5 cm，在未接触血的干燥状态下带
正电荷，带正电荷的止血贴与肝素化的血液接触
后，促进带负电荷的红细胞凝结，进而起到止血
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独立于凝血系统，因此可
以更好地发挥止血作用。本研究试图比较无创止
血贴和传统压迫止血法对经股动脉介入治疗老年
慢性闭塞性患者安全性和有效性，为临床决策提
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本研究连续入选2016年1月
~2018年4月就诊于辽宁省人民医院心内科，明确
诊断为CTO病变接受冠脉介入治疗的老年患者（＞
65岁）133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51例，年龄
65~84（73.8±9.9）岁。冠状动脉CTO病变是指经
冠脉造影或冠脉CTA证实其中至少一支冠脉血管
发生完全闭塞，且闭塞时间至少3个月 [1,2]。纳入标
准：CTO的诊断由经验丰富的介入医生进行诊断，
入选患者同时有心绞痛症状，心电图有缺血性改
变，经核素心肌现象证明有存活心肌，有血运重
建治疗指征。排除标准：重度贫血、严重感染、
急性左心衰、预期寿命不足1年、拒绝参加临床试
验以及不能配合手术者。所有患者随机分成止血
贴止血的观察组72例和按压止血的对照组61例。
所有患者均在手术前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使用CLO-Sur PAD时左手将止血
贴片放置在穿刺点上方，右手拔出股动脉鞘管充
分喷血后，左手按压并逐渐加压，注意观察术肢
皮温皮色，助手查看足背动脉波动情况，根据
情况调整按压用力大小，按压约10 min确认止血

后进行术区消毒，无菌纱布覆盖，弹力绷带加压
包扎。2 h后撤除弹力绷带，床上活动2 h后可下
地。对照组常规按压止血15 min，止血后常规消
毒术区，加盖纱布，弹力绷带加压包扎8 h后撤除
后，之后可适度床上活动，20 h可下地活动。
1.2.2 观察指标 详细记录两组患者按压止血的时
间，制动时间，下地活动的时间。对两组患者术
区出血相关并发症进行详细记录，包括：再出
血需重新按压止血，瘀斑、渗血、小血肿（≤2
cm）、大血肿（＞2 cm）。详细记录患者因按压
或制动引起的不良反应，包括：迷走反射、尿潴
留、后背部酸痛、下肢麻木。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2.0统计学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指
数、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糖尿病、高血压、吸
烟）、既往心肌梗死病史、心功能（左心室射血
分数、NYHA心功能分级）、肾功能、血小板计
数及用药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表1）。
2.2 止血时间与术区出血相关并发症比较 平均止
血时间、加压包扎平均时间和平均卧床时间的比
较中，使用止血贴的观察组患者低于对照组（P
表1 临床特征与手术相关资料
项目
年龄（岁）
男性 （n，%）
体质指数 （kg/m2）
收缩压（mmHg）
吸烟（n，%）
糖尿病（n，%）
高血压（n，%）
既往心肌梗死（n，%）
NYHA 2-3 （n，%）
LVEF（%）
肾功能不全（n，%）
eGFR，ml/min/1.73 mm2
血小板（109/L）
术前用药（n，%）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替格瑞洛
手术相关
普通肝素（n，%）
比伐卢定（n，%）
手术时长（h）
IABP （n，%）

总病例数
（n=133）
73.8±9.9
82（61.7）
23.0±3.1
123.0±24.2
43（32.3）
55（41.4）
61（45.9）
78（58.6）
92（69.2）
40.9±10.5
9（6.8）
64.6±14.3
193.7±59.6

观察组
（n=72）
73.2±8.4
44（61.1）
22.9±2.7
122.0±22.8
22（30.6）
29（40.3）
32（44.4）
40（55.6）
49（68.1）
40.5±9.3
5（6.9）
62.3±10.8
189.3±40.8

对照组
（n=61）
74.6±9.2
38（62.3）
23.1±2.9
124.2±19.8
21（34.4）
26（42.6）
29（47.5）
38（62.3）
43（70.5）
41.4±8.7
4（6.6）
67.4±12.4
198.8±50.2

P值
0.78
1.00
0.92
0.52
0.71
0.86
0.73
0.48
0.85
0.75
1.00
0.39
0.78

127（95.5） 68（94.4） 59（96.7） 0.69
107（80.5） 58（80.6） 49（80.3） 1.00
26（19.5） 14（19.4） 12（19.7） 1.00
58（43.6）
75（56.4）
85.4±32.3
9（6.8）

30（41.7）
42（58.3）
89.8±22.4
4（5.6）

28（45.9）
33（54.1）
80.3±25.3
5（8.2）

0.73
0.73
0.43
0.73

注：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eGFR：内生肌酐清除率；IABP：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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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0.05）。术区出血相关并发症的比较中，对
照组发生瘀斑、渗出和小血肿的患者均少于对照
组（P均＜0.05）；所有并发症只进行了常规处
理，未输血或行手术治疗（表2）。
2.3 全身不良反应 观察组出现迷走反射、尿潴
留、后背酸痛、下肢麻木的人数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P均＜0.05）（表3）。
表2 两组患者止血时间与术区出血相关并发症
项目
按压止血时间（min）
加压包扎时间（h）
卧床时间（h）
再出血需重新按压（n，%）
瘀斑（n，%）
渗出（n，%）
小血肿（n，%）
大血肿（n，%）

观察组
（n=72）
9.8±1.9
2.4±0.5
4.1±1.2
1（1.4）
6（8.3）
2（2.8）
2（2.8）
0

对照组
（n=61）
15.4±2.6
8.6±3.1
20.4±4.3
3（4.9）
16（26.2）
10（16.4）
8（13.1）
1（1.6）

P值
＜0.001
＜0.001
＜0.001
0.33
0.01
0.01
0.04
0.46

表3 两组患者全身不良反应
项目
迷走反射（n，%）
尿潴留需导尿（n，%）
后背部酸痛（n，%）
下肢麻木（n，%）

观察组 （n=72）
1（1.4）
2（2.8）
8（11.1）
7（9.7）

对照组 （n=61）
7（11.5）
9（14.8）
22（36.1）
18（29.5）

P值
0.02
0.02
0.001
0.007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经股动脉接受介入治疗老年冠状
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患者应用经皮无创止血
贴止血，能有效减少股动脉穿刺点术区出血相关
并发症，缩短按压止血时间，提早下床活动，进
而减轻全身不良反应。CTO介入治疗更多的选用
股动脉入路，更多的使用7F动脉鞘管，围手术
期较强的抗栓治疗，因此更易出现出血相关并发
症，特别是老年CTO患者，因合并更多的其他系
统性疾病，手术风险更高，出血相关风险更大，
其中术区相关出血占很大比例。因股动脉血管不
易压迫，许多老年患者不能配合术肢制动，因此
尽管传统按压止血经济，节省住院费用，按压止
血效果相对可靠，但是由于按压时间长，按压时
压力分布不均，局部血管并发症发生率高，拔管
按压时出现迷走反射概率高，拔管后需长期卧床
术肢制动，给患者带来诸多不便。因腰背部酸痛
或下肢麻木胀痛，致使老年患者不能配合术肢制
动。老年人长期卧床极易形成褥疮，增加感染机
会，造成住院时间的延长，费用的增加。因需要
长期卧床，患者容易出现排尿困难、尿潴留，需
导尿治疗，增加泌尿系感染机会[10-12]。老年患者
术肢长期制动，增加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13]。
近年来，为克服人工按压止血的不足，国内
专家广泛使用血管闭合器装置止血，该止血装置
显著缩短书肢制动时间，提早下床活动，提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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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舒适程度，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并发症的发
生。但是临床上建议使用该装置后90 d内不建议
再次行股动脉穿刺，并且这些血管闭合器装置价
格昂贵，使用时需要除外穿刺点有分支血管，操
作上更为复杂，不易被初学者掌握，并且有可能
增加出血和假性动脉瘤的风险，这些也某种程度
上限制了它的广泛应用[14]。研究证实人工按压止
血较机械压迫止血效果更可靠，并显著降低相关
并发症的发生，这说明人工压迫止血法是股动脉
拔管后止血的优选方法[15]。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既往传统按压方法
需要检测凝血功能，一般认为ACT在150~170 s之间
比较安全，这时候拔出动脉鞘管更为安全。虽然
研究证实拔出鞘管时较高的ACT水平与术区出血相
关，但是目前没有随机对照研究观察其对预后是
否有影响。一般来说等待系统抗凝水平恢复可缩
短按压止血时间，但是同时带来鞘管的延后性拔
出，带来患者卧床时间的延长与不适感的增加，
护理人员需要监测术区情况，增加了护理的工作
量。在一项观察研究中，在最后一次注射肝素后
ACT降低至150 s所需的平均时间在5~6 h[16]。如何快
速拔除动脉留置鞘管，同时不带来出血相关风险
的增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经皮无创CLO-Sur PAD止血贴是一种无创、
新型止血工具，因带正电荷的止血贴与肝素化的
血液接触后，促进带负电荷的红细胞凝结，进而
起到止血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独立于凝血系
统，因此可以更好地发挥止血作用。既往研究证
实，使用止血贴拔除动脉鞘管时，ACT在250 s以
下和在170 s以下时拔管，按压止血的时间无显著
差异，并且出血相关并发症与拔管时的ACT不相
关。因此，拔管即刻高ACT的患者使用止血贴更
能显著降低患者卧床时间。
与既往研究相似，本研究显示止血贴可缩短
按压止血的时间、术肢制动的时间、下床活动的
时间，降低术区瘀斑、渗血、血肿相关并发症，
降低迷走反射、尿潴留、下肢麻木、后背部酸胀
感[10-12]。由于7F动脉鞘管相对较粗，因此建议使
用止血贴，尤其在高出血风险患者，或者凝血功
能恢复较缓慢的患者。本研究中对照组出现1例假
性动脉瘤，考虑为患者腹型肥胖，按压不充分所
致。由于止血贴仅仅是加速穿刺部位自然凝血的
过程，并不会造成局部血栓形成，并且可显著降
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对介入治疗的认
可度，止血贴操作方法简单，与既往人工压迫止
血相比，医生按压时间明显缩短，从某种程度上
减轻了医生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是一种
值得推广的股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术区止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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