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19年12月第11卷第12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December,2019,Vol.11,No.12
•

病例报告

•

1529 •

•

急诊PCI术中支架脱载及处理2例
龚涛1，戴亨华1，杜令1
【中图分类号】R816.2
【文献标志码】A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1 病例

3级。RCA近中远段弥漫性狭窄40%~80%，血流TIMI 3级。

病例1 患者男性，53岁，主因“突发头昏伴短暂意识丧

送入6F JL4.0指引导管至左冠口，BMW导丝顺利通过病变到

失2 h”入我院，心电图示RR长间歇，肌钙蛋白T（TnT）：

达LAD远端，送入MINI TREK 1.2×15；2.0×15 mm球囊序

3492 pg/ml，诊断为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转入心内

贯扩张LAD中段最狭窄处，造影显示狭窄程度改善，无夹

科。患者于入院后26 h行急诊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示：前

层、撕裂。送入EXCEL 2.75×28 mm支架至LAD中段狭窄处

降支（LAD）中段50%~70%狭窄；回旋支（LCX）远端以远

时阻力很大；反复尝试，支架既不能前送又不能后撤（图

闭塞，高位钝缘支70%~80%狭窄；右冠（RCA）近端以远闭

4）。深插指引导管，同时握住指引导管、支架、导丝快速

塞。6F JR4.0指引导管至右冠开口，先送入sion导丝不能通过

后拉，顺利将导丝及支架拉至LM口部时，发现球囊大部分

闭塞病变，换Pilot 50导丝顺利通过病变到达右冠远端，依次

进入指引导管，小部分与支架相连悬于导管外（图5）；透

予MINI trek 1.2×15 mm，Artimes 1.5×15 mm、2.0×20 mm、

视下小心轻柔的将指引、导丝、球囊拉至肱动脉末端与桡

2.5×20 mm球囊顺序扩张狭窄病变，球囊充盈扩张满意。送

动脉连接处时，支架与球囊完全分离。因右肱动脉痉挛，

入Excel 3.0×28 mm支架至病变过程中阻力很大，反复推送不

穿刺左桡动脉，送入6F EBU3.0指引导管至LM，BMW导丝进

能到达病变远端，支架后撤困难（图1）。反复适度用力左

入LAD远端，TREK2.5×15 mm球囊10~12 atm反复扩张最狭

右旋转及后撤支架杆，最终将支架退至右冠开口，但不能进

窄处，未见夹层、撕裂，血流TIMI 3级，未置入支架，退出

入指引导管。连同支架、导丝、导管拉离右冠开口至桡动脉

系统。分别采取送入第二根导丝缠绕、1.5 mm球囊进入支架

近心端（图2），支架与球囊分离。重新穿刺右侧肱动脉，

扩张等方法，均不能将脱载支架拉入导管内；经右侧JL指引

送入6F JR4.0指引导管至右冠开口，sion导丝通过病变至血

导管送入抓捕器至肱动脉远端套住支架，旋转后拉抓捕器

管远端，Artimes 2.5×5×20 mm球囊12~14 atm反复扩张狭窄

使之与支架完全缠绕，逐步加力后撤将支架拉长变形进入

处；从狭窄处至开口由远及近植入Excel 3.0×24 mm、Excel

导管，连同动脉鞘管一起顺利退出桡动脉（图6）。

3.5×28 mm、Xience Xpedtion 3.5×23 mm支架，中远段予以
NC trek球囊后扩，退出球囊。因无抓捕器，经桡动脉鞘送入
另一根导丝的双导丝缠绕、另送球囊入脱载支架内扩张等方
法，均未能将支架拉入导管。送入3.5 mm支架球囊至脱载支
架处，反复14个atm挤压支架，再送入Excel4.0×24 mm支架
覆盖脱载支架并释放，将脱载支架固定压迫在一侧桡动脉远
端壁上（图3），造影显示桡动脉血流通畅；随访8个月桡动
脉搏动正常。

图1 支架嵌顿于右冠第2段

图3 脱载支架被固定在桡动脉近心端

图2 支架及指引导管拉离右冠脉口

病例2 患者男性，77岁，主因”胸痛2 h”入院，心电

图4 支架嵌顿于前降支近段

图5 支架与指引导管拉离左主干 图6 抓捕脱载于桡动脉近心端支架

2 讨论

图示前间隔心肌梗塞，TnT 25 pg/ml。诊断为急性前间壁心

支架脱载是指支架释放前出现支架与球囊分离，致

肌梗塞。CAG：LAD中段狭窄99%，第二对角支狭窄90%，

使支架嵌顿、脱落于冠脉或外周动脉内的并发症，可导

前向血流TIMI 2级；LCX近/远段狭窄80%~95%，前向血流

致血管栓塞、破裂等严重临床后果；国外报道发生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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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1.04%[12]。脱载原因包括[5]：①器械因素：支架本身
与球囊粘合不紧，支架通过性欠缺，支架过长，指引导管
支撑力不够；②患者因素：病变钙化、血管扭曲严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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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者因素：预扩张病变不充分，指引导管与冠脉不同轴，

术取出因创伤大是迫不得以的最后选择。此2例脱载先后尝

前送支架困难时仍用力推送等。随着腔内影像技术、充分

试了双钢丝缠绕、小球囊套入支架低压扩张等方法，例1患

预扩张、旋磨技术的应用，支架通过性与术者操作水平的

者因惧怕创伤大而拒绝，在无抓捕器的情况下，采用在置

[4]

提高，支架脱载发生率已明显降低 。
通过支架脱载处理的2例病例并结合复习文献，我们

入支架固定压迫在一侧血管壁的办法。例2则是送入抓捕器
将支架套住，最终将其拉入指引导管内顺利带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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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至靶病变处较大阻力时，避免暴力操作，及时后撤、
轻柔旋转前送支架；保证指引导管好的同轴性，必要时可
再置入一根导丝对支架起到滑轨作用，遇有阻力时要注意
观察支架有无缩短变形。②病变血管与脱载支架的处理顺
序：支架脱载于冠状动脉内，须先处理脱载支架。支架脱
载于外周动脉，急诊手术的应优先处理罪犯血管，策略上
是优先处理罪犯血管，再处理脱载支架。③脱载支架的处
理：当支架脱落在冠脉内时[5-8]，引导钢丝仍位于脱落的支
架内时，可用一小球囊套入支架，低压扩张后拉出；如不
能拉出，可在非病变部位或原位扩张释放；或再置人一支
架将脱落的支架压扁在冠状动脉内；双钢丝缠绕法；用抓
捕器取出。
当脱载支架离开冠脉口后，要在全程透视下缓慢后退
支架系统，避免悬于指引导管外的脱载支架在拉离过程中
掉入颈总动脉至颅内血管。通过送入另一钢丝、球囊将其
挤压在导管内后一同取出；应用套圈器缠绕住支架是最可
靠的取出方法；支架拖移到手腕桡动脉端，可用活检钳将
支架钳出；或支架遗留于桡动脉的远端，在抗凝条件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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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左上腔静脉（PLSVC）是一类比较罕见的先天性

胸闷，持续10 min后可自行缓解，此后上述症状反复发作，

体静脉畸形，若合并有右上腔静脉缺如，则将此类静脉血

性质同前。1 d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再次出现心慌、胸闷，伴

管畸形称之孤立性永存左上腔静脉（孤立性PLSVC）[1]。随

黑矇，意识丧失，约2 min后恢复，遂来我院诊治。体格检

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及心血管介入技术的发展，孤立性PLSVC

查：T 36.4℃，P 71次/min，R 19次，BP：158/87 mmHg（1

病例逐渐增多。本文报道我院心内科病房收治1例77岁男性

mmHg=0.133kPa）；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

孤立性PLSVC患者，因存在心律失常室性早搏及三度房室传

率71 次/min，律不齐，早搏2~3 次/min，A2＞P2。入院行心

导阻滞行永久性单腔起搏器植入术，术后随访1年半，恢复

电图检查显示心率73 次/min，左心房扩大。24 h动态心电：

良好。

窦性心律、总心率105 532次，最快心率105 次/min，最慢心

1 病例

率50 次/min，RR间期＞2.0 s发生92次，最长为9.1 s（发生

患者，男性，77岁，主因“反复心慌、胸闷10余年，
加重伴晕厥1 d”入院。患者于10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心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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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夜间2时45分）。心室停搏、偶发室早、成对房早、房早
二联律、三度房室传导阻滞。超声心动图：左室长轴切面
示冠状静脉窦增宽，宽23.7 mm，左房内径30×39 mm，左
室舒张功能减退。颈动脉超声：双侧颈动脉硬化伴斑块。
入院后诊断为：①心律失常三度房室传导阻滞；②高血压
病3级（很高危组）。根据患者晕厥病史及检查，符合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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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搏器指征，于入院后第3 d行永久性单腔起搏器置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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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短路呈部分右向左分流；Ⅲ型：永存左上腔静脉直接流

常规局麻后采用Seldginer法穿刺右股静脉置入6F动脉

入左心房，血液呈右向左分流；Ⅳ型为永存左上腔静脉直

鞘，以备保护性临时起搏。从左锁骨下静脉穿刺送入J形导

接流入左肺静脉，其冠状动脉窦处于闭锁状态[5]。有研究表

丝，见导丝进入永存左上腔静脉，经右锁骨下静脉穿刺，

明，通过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观测患者是否存在膨大的

可见导丝进入左锁骨下静脉，考虑右上腔静脉缺如（图

冠状窦及颈内静脉流入右心房，可判断是否存在左上腔静

1~2），因此再次穿刺左锁骨下静脉，沿左锁骨下缘经过穿

脉缺如，其正确率可达90%左右，但是，该方法不适用于Ⅲ

刺点做一长约5 cm皮肤切口，逐层分离皮下组织至胸大肌

型PLSVC患者，因该型PLSVC直接流入左心房且无扩张的冠

筋膜，在胸大肌筋膜表面制作起搏器囊袋。囊袋做好后，

状动脉窦作为标识，故容易发生漏诊[6]。本例患者属于I型，

沿导丝送入8F可撕裂鞘，经鞘送入Biotronik心室主动起搏

此类型PLSVC患者行超声心动图或冠状动脉造影时可见冠状

电极至右心室尖部，微调电极，旋转螺旋，固定（图2）。

静脉窦因血流明显增加而扩张，有时合并右上腔静脉缺如

使电极在心腔内保留一定的弧度及张力。测起搏电极参数

（约10%），可无明显临床症状；后三种类型PLSVC因其多

如下：心室电极：脉宽：0.48 ms，阈值0.6 v，阻抗64 Ω。

伴有缺氧表现、出现胸闷喘憋、气短、呼吸困难、口唇、

数值符合要求，监护示起搏器带动良好。结扎、固定导线

指甲紫绀等等临床症状[7]。在本例永存左上腔静脉合并右上

在静脉入口处的部分，固定起搏器，庆大霉素冲洗囊袋，

腔静脉缺如置入永久性单腔起搏器术中，根据患者右利手

并逐层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局部酒精纱布覆盖并包扎固

特点建议选择左锁骨下静脉穿刺更合适，可减少对患者日

定，无菌敷料外敷。术后压迫10 h，平卧24 h，左上肢避免

常生活质量的影响。目前关于经永存左上腔静脉合并右上

剧烈运动1月，应用抗生素3 d。

腔静脉缺如置入永久性单腔起搏器术，已有将起搏电极置
入左心系统的个案报道，但这种术式有诱发血栓风险，手
术技术也尚不成熟，此类患者术后需要长期服用华法林、
达比加群酯、利伐沙班等抗凝药物治疗 [2,8]，以防止体循环
栓子形成，故不推荐使用。
孤立性PLSVC患者安装起搏器时，当导线经冠状静脉
窦口进入右心房，因冠状静脉窦口与三尖瓣口成锐角，导
线在行进中易受阻，不易通过三尖瓣而进入右心室，且难

图1 右上腔静脉缺如（黑色箭头所示）

以固定于右心室心尖部，根据临床经验我们建议若J形导丝
送入不成功，可塑型a形导丝主动固定起搏电极于右心室心
尖部[3]。这需要操作者耐心巧妙，不宜暴力操作，防止导丝
尖端划伤静脉内壁，以免造成静脉夹层。本例患者目前恢
复情况良好，随后进行6个月门诊随访，身体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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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单腔起搏器置入（黑色箭头所示）

2 讨论
孤立性永存左上腔静脉（PLSVC）是临床上非常罕见
的一种人体胚胎发育过程中形成的心脏血管畸形

[2,3]

[3]

。根据

Geissler等研究显示目前PLSVC总人群发病率约0.3%~0.5%，

[4]

合并右上腔静脉缺如的病例更为罕见，其发生率约占永存
左上腔静脉人数的10%[2]。在孤立性PLSVC患者行心血管介

[5]

入治疗时，因其血管走行变异性较大，心血管介入治疗时
穿刺难度增加，其治疗风险及并发症也大大增加。因此，

[6]

孤立性PLSVC患者行介入治疗前应谨慎评估病情，术前可
通过胸片、经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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