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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下肢动脉栓塞并发代谢性肌肾综合征的诊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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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下肢动脉栓塞并发代谢性肌肾综合征的确诊和治疗方法。方法:密切监测肢体的缺血情况及肿胀程

度,检测血肌酸磷酸激酶( CPK ) 、谷草转氨酶( SGOT ) 、乳酸脱氢酶( LDH)及血钾的变化, 反复查血肌酐 、血尿素氮及血 pH 值

的变化情况,一旦确诊, 应及时作小腿骨筋膜室切开,动脉取栓术前 、中 、后应用碱化尿液和清除氧自由基药物。结果:46 例患

者中有 18 例并发代谢性肌肾综合征, 经处理后,有 2 例病死, 病死率为 11.1%;1 例膝上截肢,截肢率为 5.6%。结论:尽快取

栓,配以术前 、术中 、术后碱化尿液及清除氧自由基的药物,及时有效的筋膜室切开, 可以明显降低病死率和截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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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arterial embolism o f the low er

ex tremity complicated with myonephropathic metabolic syndrome ( MMS ) .Methods:The extent of the welling and ischemia of the

lower ex tremity , the change o f creatine pho sphokinase( CPK ) , serum glutamic-oxaloacetic transaminase( SGOT ) , lactat dehydrogeneise

( LDH) and blood potassium were monitored.Creatinine BUN and pH of the blood were checked repea tedly.Once diagnosed,

fasciotomy should be performed.In addition, alkalinization of the urine, oxygen-derived free radical scavengers should be administered.

Results:Of the 48 pa tients with acute ar terial embolism of the lower extremity, 18 w ere complicated with MMS.One died, and the

mo rtality r ate was 11.1%;one case was amputated up the knee, and the rate of amputation was 5.6%.Conclusions:The rate of death

o r amputation might be reduced by embolectomy combin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vigorous hydration, alkalinization of the urine,

o xygen-derived free radical scavengers and effective fascio 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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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下肢动脉栓塞一般采取急诊手术取栓, 手

术方法不难, 但患者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如

代谢 性肌 肾综 合 征 ( myonephropathic-metabolic

syndrome, MMS) ,可危及患者生命, 导致治疗失败,

所以对该病并发症的防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
院自 1997 ～ 2003 年共收治急性下肢动脉栓塞患者

46例,均行手术治疗,其中有 18例患者出现 MMS,

现就其临床诊治体会作一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并发 MMS 的 18 例患者中,

男11例, 女 7例;年龄 18 ～ 72岁。其中 14例患者

有心脏病病史。主要临床表现为小腿高度肿胀, 肢

体僵硬,强直, 运动障碍, 部分患者出现小腿骨筋膜

室高压症;取栓术后症状加重, 缺血明显加重,出现

肌红蛋白尿,少尿,无尿等急性肾功能衰竭表现 。
1.2　治疗方法　全组患者均急诊行股动脉切开取

栓术,并经患肢股静脉远端放血 200 ～ 400 m l。对

于术前出现 MMS患者, 同时行患肢小腿骨筋膜室

预防性切开减压, 对于术后 6 ～ 12 h出现患肢高度

肿胀,缺血再次出现并呈进行性加重,同时伴有肌红

蛋白尿 、少尿, 实验室检查有代谢性酸中毒,高钾血

症 、血肌酸磷酸激酶( CPK) 、谷草转氨酶( SGOT) 、

乳酸脱氢酶( LDH)进行性上升等, 也均及时作小腿

骨筋膜室切开减压术, 术中 、术后静脉滴注 5%碳酸

氢钠碱化尿液,滴注甘露醇清除氧自由基,应用大剂

量利尿剂 。对于骨筋膜室切开后的创面严格管理,

预防感染,行二期缝合或创面植皮术 。

2　结果

　　2例术前出现 MMS患者, 1例于术后 7 h死于

急性肾功能衰竭, 另 1 例患者术后发生严重的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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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坏死,经积极处理后保住了肢体。其余 16例术

后出现 MMS 患者, 1例术后发生严重肾功能衰竭

死亡, 1例行股下段 1/3截肢术,其余患者均保住了

肢体 。全组截肢率仅为 5.6%( 1/18 ) , 病死率

11.1%( 2/18) 。

3　讨论

3.1　临床诊断　凡急性动脉栓塞的患者均应考虑

有并发 MMS 的可能 。而一般患者在发生急性动脉

栓塞时都能及时就诊,所以术前出现 MMS 的患者

较少,但本组术前出现 MMS 的 2例患者为发病 16

～ 24 h才来就诊, 其中 1例就诊当地乡医院未被及

时确诊延误了治疗时机, 导致并发严重的 MMS, 转

入我院时已有严重的双下肢僵硬, 无尿, 神志淡漠,

急诊手术后虽肢体血供恢复, 但最终死于肾功能衰

竭。所以对于代谢性肌肾综合征的诊断除典型的临

床表现外,还应密切监测 CPK 、SGOT 、LDH 及血钾

变化, 若升高愈明显, 则骨骼肌的坏死程度愈重[ 1] ;

一旦出现肌红蛋白尿时应考虑有肾功能的损害, 故

应反复查血肌酐 、尿素氮及 pH 值的变化,随时监测

肾功能损害情况 。

3.2　一般性治疗　急性动脉栓塞的高病死率的主

要原因为并发MMS,有报道 MMS 死亡率为 30%～

80%[ 2] 。MMS 发病机制近年来一致认为:( 1)急性

动脉栓塞引起的动脉缺血性损害。主要为肌肉缺血

性坏死,坏死的肌细胞释放出大量的毒性物质可导

致组织水肿加重及肾功能严重损害[ 3] , 最终演变为

MMS 。 ( 2)缺血再灌注损伤 。动脉血流重建再灌注

时,局部组织可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而氧自由基性

质不稳定,有很强的反应性和细胞毒性,它可导致细

胞膜的完整性改变和细胞破坏,加剧肌肉坏死 、毒素

释放和肾功能损害。所以在治疗急性动脉栓塞时,

一旦确诊应及时手术治疗, 术中取尽栓子及继发性

血栓,尽快恢复患肢血供,以减少肢体缺血时间。争

取在病人情况允许条件下开放动脉血供后, 自患肢

深静脉远端适量放血,一般 200 ～ 400 ml, 以减少肢

体坏死毒素和氧自由基的吸收 。术中及时应用清除

氧自由基及碱化尿液的药物, 如动脉灌注甘露醇及

地塞米松,甘露醇既能减轻细胞水肿,又能对抗清除

氧自由基,可以起到有效保护心肌和骨骼肌的作用,

这一点除了术中应用外, 术前 、术后应用均有重要意

义;全身静脉应用 5%碳酸氢钠溶液, 可直接碱化尿

酸,有利于肌红蛋白的排出,还可以对抗酸中毒, 降

低血钾浓度,合理应用能有效地保护心肌,改善肾功

能。积极大剂量利尿, 利尿剂使用应根据尿量及时

调整,必要时成倍增加使用剂量, 当出现无尿 、明显

的酸中毒 、高钾血症 、肾功能严重衰竭时应考虑血液

透析疗法。

3.3　特殊处理　急性动脉栓塞并发 MMS 的患者

往往肢体高度肿胀,多发生于小腿,其原因主要为肌

肉缺血性损伤及缺血再灌注损伤所致的细胞肿胀,

这种肿胀为非凹陷性, 张力较高,如不及时处理势必

引起肢体缺血程度进一步加重, 造成恶性循环。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小腿骨筋膜切开减压是很有

必要的
[ 4]
。我们的体会是, 一旦发现患者并发

MMS时应及时行患肢小腿骨筋膜室切开或估计会

发生 MMS 应行预防性小腿骨筋膜室切开,采用小

腿内侧切开的方法,一般无须行双侧切开 。小腿骨

筋膜室切开可以及时降低筋膜室内的压力,减轻肌

肉组织的压力,确保动脉的通畅及有效的组织供血,

缓解组织进一步的缺血, 减少肌肉的坏死范围。另

外,骨筋膜室切开后大量的肌肉组织疝出,组织的大

量渗出带出了大量的坏死毒素和氧自由基,减少了

有害物质的吸收,可以有效减轻肾功能的损害。另

外及时的切开也便于对坏死肌肉组织的清理和局部

用药 。肢体内侧骨筋膜室切开操作简便, 不易损伤

重要神经血管, 一般床边即可完成操作 。但骨筋膜

室切开后由于组织张力较高,大量肌肉疝出,创面较

大,每日渗出较多,一般 1 000 ～ 1 500 m l, 所以创面

管理尤为重要,应坚持每日 1 ～ 2次换药, 严防感染,

必要时可用抗生素局部湿敷,并及时清理坏死组织,

通常情况下, 术后 2 ～ 4周肢体血供完全恢复,水肿

消退,切开处即可缝合,少数患者需行植皮术使其愈

合 。本组 18 例并发 MMS 患者均行小腿骨筋膜室

切开减压,除 2例因严重肾衰死亡和 1 例肢体严重

坏死截肢外, 其余患者均很好地保住了肢体并痊愈

出院。总之,早期积极地行骨筋膜室切开减压, 可以

大大地降低截肢率,并有效地保护肾功能 。

3.4　截肢　当以上方法应用后,患者仍出现严重的

肢体坏死及肾功能严重损伤时, 应考虑截肢,抢救生

命,截肢时要求诊断确切, 平面要足够, 必要时应行

开放截肢,切不可勉强行残端一期缝合,造成残端的

继续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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