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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管微创置人胸膜腔引流 

联合胸膜腔注入凝血酶治疗恶性胸腔积液 

孙 军 ，高忠和 ，刘华莎 ，周 曦 ，张 锋 ，杨 玲 ，方 陈 ，陈 寒 ，韩忠朝 

[摘要]目的：探讨胸膜腔注入凝血酶联合 ARROW 中心静脉三通导管微创置入胸腔引流治疗恶性胸腔积液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对 32例恶性胸腔积液(A组)患者在 B超定位下，进行胸腔微创置 ARROW 中心静脉三通导管引流，并每次注入凝血酶 

1 000 U。分别与 36例常规胸腔穿刺抽液(B组)和29例传统胸腔闭式引流术(c组)对比。结果：A组症状缓解人数(13／3)、 

总有效率(90．6％)、胸膜粘连发生率(62．5％)、胸腔积液治疗后减少百分比(76±6．3)％、引流的液体量(4 900±150)ml、引 

流天数(5 4-1．2)天、住院时间(17±2．9)天 ，均优于 B组(P<0．O1)。A组并发症少 ，引流的液体量少，引流和住院时间短，优 

于C组(P<0．05～P<0．01)。结论：在 B超定位下微创置人 ARROW中心静脉导管，通过三通管注入凝血酶至胸膜腔，是一 

种简便、有效 、安全、可靠且易被患者接受的引流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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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ion of a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for instillation of thrombin through 

a chest drain T tube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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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Hua—sha ，ZHOU Xi ，ZHANG Feng ，YANG Ling ，FANG Chen ，CHEN Han ，HAN Zhong—chao 

(1．Department ofRespiratory Medicine，Bengbu Third People S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 

2．Be 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 ng 30002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demonstrate the efficacy，safety and appropriate mode of inserting a pleural catheter for thrombin in treatment 

of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 ethods：With the guidance of ultrasound，32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were inserted 

implantable pleural catheter for instillation of thrombin，and the result w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36 cases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chest 

puncture drainage and 29 cases by traditional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Results：In the ARROW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group，the 

number of symptom relief(13／3)，total effective rate(90．6％)，pleural adhesion rate(62．5％)，percentage of pleural effusion decrease 

after treatment(76±6．3)％，drainage volume offluid(4 900±150)ml，treatment time(5±1．2)days and hospital stay(17±2．9)days 

all surpassed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chest puncture drainage group(P<0．01)．The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group had less 

complication，less liquid drainage and shorter hospital stay than the traditional closed thoracic drainage group(P<0．05一P<0．O1)． 

Conclusions：The insertion of a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for instillation of thrombin through a chest drain T tube is simple，effective and 

safe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leura1 effusion，which accepted welcome by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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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胸腔积液是肺癌的常见并发症，可以导致 

患者病情加重、生活质量下降，也是引起晚期癌症及 

其他疾病患者呼吸困难的常见原因。胸腔穿刺或胸 

腔闭式 引 流 为 常 规 临 床 姑 息 治 疗 方 法 』。 

ARROW三通导管微创置人可间断引流胸腔积液并 

胸膜腔注入凝血酶，是一种新的治疗恶性胸腔积液 

的方法，能缓解症状，减少胸腔积液渗出，避免长期 

住院治疗。微创胸腔穿刺植入中心静脉三通导管， 

即使在持续胸腔闭式引流期间，也不影响日常生活， 

不良反应小，避免重复穿刺疼痛不适，治疗后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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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时间延长，生存质量提高。2007年 1月至2008 

年 7月，我们对 32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通过中心静 

脉三通导管胸膜腔注入凝血酶治疗，并分别与常规胸 

腔穿刺抽液和传统胸腔闭式引流术对比，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住院的肺癌患者97例，男36例，女61例；年龄 33～ 

91岁。分为中心静脉三通导管胸膜腔注入凝血酶 

组(A组)32例，常规胸腔穿刺抽液组(B组)36例， 

传统胸腔闭式引流术组(C组)29例。右侧胸腔积 

液 47例 ，左侧胸腔积液 49例 ，双侧胸腔积液 1例。 

原发肿瘤为非小细胞肺癌67例，乳腺癌 8例，胸膜 

间皮瘤5例，卵巢肿瘤 6例，其他肿瘤 11例。胸部 

x线片显示液平面超过第二前肋，B超胸腔积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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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大量胸腔积液，并且有胸闷、气促、呼吸困难。 

在评估病情取得患者知情同意后，进行胸腔积液引 

流操作。 

1．2 方法 恶性胸腔积液患者在术前均完善血常 

规、出凝血时间、心电图、胸部 x线片及胸腔积液 B 

超检查，避免空腹疲劳和情绪紧张。(1)A组：恶性 

胸腔积液患者在 B超定位后，利多卡因局麻，由可 

弯曲导丝引导 ARROW 中心静脉导管(美国3M公 

司)微创置入胸腔内，尽量使中心静脉导管开口置 

于胸腔最低处，以利于胸腔积液引流彻底。每天引 

流1 000 ml后肝素帽封管。定期 B超检查胸腔积 

液。根据患者的症状和胸腔积液量减少决定每次胸 

腔内注人凝血酶 1 000 U(合肥科桑公司)。(2)B 

组：恶性胸腔积液患者在 B超胸腔积液定位后，利 

多卡因局麻，胸腔穿刺针置人胸腔内，每次抽液量不 

超过 1 000 ml。(3)C组：恶性胸腔积液患者在 B超 

胸腔积液定位后，利多卡因逐层局麻至胸膜壁层，手 

术切口2 cm至皮下筋膜，止血钳钝性分离至胸膜壁 

层，将 15F引流导管(合肥医疗器械)置人胸腔内，尽 

量使引流导管置于胸腔最低处，以利于胸腔积液引流 

彻底，切口缝合并固定引流导管，外接水封瓶，每天引 

流 1 000 ml左右，并按期 B超检查胸腔积液。 

1．3 观察指数 (1)症状控制：在 10天随访时评 

定呼吸困难的控制情况。完全缓解：患者没有症状 

或仅有轻微的症状；部分缓解：症状显著缓解但仍有 

阵发性呼吸困难；未缓解：呼吸困难没有明显改善。 

(2)不耐受治疗：恶性胸腔积液患者因体弱不能接 

受反复胸腔穿刺抽液或因不能忍受置管疼痛而放弃 

胸腔闭式引流术。(3)并发症：穿刺点或切口部位 

有需要处理的出血；脓胸指患者胸腔积液引流后出 

现发热或胸腔积液中WBC>10×10 ／L；种植转移 

指穿刺点或切口部位有经病理证实的转移性肿块。 

(4)胸膜粘连发生：胸部X线片显示肋膈角变钝、胸 

膜肥厚，B超胸腔积液定位少量胸腔积液、胸膜肥厚 

粘连。(5)胸腔积液的量：以半定量方法计算，即由 

1位 B超医生根据胸腔积液 B超所示积液量的深度 

及肋间跨度，来确定引流前和 10天随访时的积液量 

(肋间距 ×液性暗区深度)。胸腔积液治疗后减少 

百分比=(引流前积液量 一引流后积液量)／引流前 

积液量。(6)引流天数：引流开始至停止的时间。 

胸腔内注入凝血酶连续3次胸腔引流量 <50 ml时， 

患者症状无加重或胸腔积液 B超示无积液量增加， 

停止引流，拔除引流管。(7)引流的液体量：引流结 

束时胸腔积液总和。(8)住院时间：引流结束、切口 

愈合、症状改善出院时全部住院天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及秩和 

J Bengbu Med Coll，October 2010，Vo1．35，No．10 

检验。 

2 结果 

2．1 3组患者治疗后症状控制、不耐 受治疗、并发 

症、胸膜粘连发生率比较 A组症状缓解总有效率 

(90．6％)、胸膜粘连发生率(62．5％)均低于 B组和 

c组(P<0．01)。A组并发症(出血、脓胸、种植转 

移)少于c组(P<0．05)(见表 1)。 

表 1 3组患者治疗后症状控制等指标观察结果比较(n) 

n  
症状控制 不耐受 * 胸膜粘连 分组 

囊 磊 五看聂 治疗 并发症 

两两比较秩和检验：与A组比较 P(0．05，}}P<0．01 

2．2 3组治疗后胸腔积液减少百分比和引流的液 

体量监测结果比较 A组治疗后胸腔积液减少百分 

比及引流的液体量均少于 B组和 c组(P<0．05～ 

P<0．01)(见表2)。 

表2 3组患者治疗后胸腔积液减少和引流液变化比较( -4-s) 

q检验：与A组比较 }P<O．05， P<0．O1 

2．3 3组 引流和住院时间比较 A组减少引流天 

数及住院时间均短于 B组和 c组 (P<0．01) 

(见表3)。 

表 3 3组患者胸腔引流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 ±s：d) 

g检验：与A组比较 ％P<0．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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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恶性胸腔积液是由于肿瘤侵犯胸膜引起通透性 

增加，胸腔积液因压力梯度从壁层和脏层胸膜的体 

循环血管，通过有渗漏性的胸膜进入胸膜腔的积液 

量大大增加，同时癌性淋巴管堵塞引起壁层胸膜淋 

巴引流障碍，通过壁层胸膜的淋巴管微孔经淋巴管 

回吸收胸腔积液量减少。通常此类胸腔积液需反复 

抽液，并且抽不尽，症状不易改善。通过胸膜固定术 

使脏层胸膜与壁层胸膜粘连肥厚，可减少胸腔积液 

的发生。经典胸膜固定术是通过胸腔闭式引流术或 

胸腔镜注人化学制剂实现，最常使用的滑石粉，胸膜 

固定的成功率高 ，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胸膜腔注 

入滑石粉，有高热、肺膨胀不全、肺炎、呼吸衰竭、严 

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死亡等并发症 。因为制剂的 

标准不同，目前很少首选滑石粉作为粘连剂。胸腔 

镜需要到手术室或一定条件的治疗室进行，要给予 

镇静或者全麻，而且住院费用高。许多肿瘤晚期的 

患者生存期短，身体非常虚弱，根本无法承受传统胸 

腔闭式引流术或胸腔镜进行胸膜固定，从而降低了 

患者的生活质量。以上资料表明应优先选用一种微 

创引流和治疗方法 。 

考虑恶性胸腔积液患者的发病及特点，以及引 

流管 口径大小对 引流效果没有影响 ～ ，近年来趋 

于开展小El径导管微创引流治疗胸腔积液 。为 

探讨一种疗效确切、简单易行的微创引流法，我们总 

结了国内外有关报道  ̈ ，并加以改进，在 B超定 

位下微创置入用中心静脉导管、三通管、引流袋组成 

的密闭引流系统，对胸腔积液进行持续引流，共治疗 

恶性胸腔积液患者 32例。ARROW 三腔导管微创 

置入可间断引流胸腔积液，并通过三通管胸膜腔注 

入凝血酶，减少胸膜通透性，通过有渗漏性的胸膜进 

入胸膜腔的积液量大大减少，是一种新的治疗恶性 

胸腔积液的方法 。其可能机制为，凝血酶注入胸 

腔后，胸腔积液中纤维蛋白原变成纤维蛋白，腔膜渗 

出减少，并刺激成纤维母细胞增生，新生毛细血管生 

长，促进上皮细胞生长，加速创面愈合，使脏层、壁层 

胸膜粘连固定，减少胸腔积液生成。从而减少引流 

造成的蛋白质丢失，减少合并症以及人体白蛋白静 

脉滴注，减轻患者住院经济负担，延缓病情发展 。 

ARROW 中心静脉导管穿刺置人胸腔引流是一 

种微创治疗手段，创面小，无须大切口缝合，减轻了 

患者痛苦；能在短时间缓解恶性胸腔积液压迫引起 

的晚期癌症患者呼吸困难症状，避免长期住院治疗， 

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并且根据肿瘤病理类型不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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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通导管向胸膜腔注入不同方案化疗药物 ， 

进行局部化疗 ，减缓癌肿发展，适用于大多数晚期癌 

症合并恶性胸腔积液的患者，不良反应最小，避免重 

复穿刺疼痛不适，治疗后患者的生存时间延长，生存 

质量提高。胸膜腔注入凝血酶与 ARR0w 中心静脉 

三通导管微创置人胸腔引流是一种治疗恶性胸腔积 

液微创手段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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