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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桡动脉途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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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经桡动脉途径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的安全性和疗效，总结手术体会。方法：50例心绞痛患者在住院期间 

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并置入支架97枚，术后即刻血管造影评价，并观察住院及近期临床事件发生率。结果：50例病变相关 

血管血运重建后达TIMI．3血流，残余狭窄<10％，术后4例发生手臂肿胀，无桡动脉闭塞、出血、血肿、夹层等严重并发症，不 

适症状轻。结论：经桡动脉途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安全可行，创伤小，并发症少，患者易于接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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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interventional therapy through radial artery 

DING Kun，SUN Chun-qi，GUAN Xin，SHI Yu—lu 

(Department ofCardiology，Bengbu Second People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coronary artery steat placement through radial artery，and summarize 

operation experience．Methods：Intervention treatment was carried out in fifty angina pectoris patients，ninty—seven stents were 

implanted．Angiographyie assesment was immediately used after surgery．Clinical events were observed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recent 

times．Results：After blood vessels reconstruction，vessels blood circulation of fifty patients related achieved TIMI-3，remain narrow < 

10％ ．Arm swelling occurred in 4 cases，and no severe complication such as radial artery occlusion，bleeding，hematoma and band were 

observed．Unpleasant symptoms were slight．Conclusions：With safety and feasibility，lower incidence，low complication，coronary artery 

interventional therapy by radial artery is easily accepted by patient，and worthy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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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腔指引导管制造技术的改进，经桡动脉 

途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越来越多。2009年 1～11 

月，我院成功经桡动脉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TRI)5O 

例，现就其临床效果及体会作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5O例，男 29 

例，女21例；年龄 37—85岁。临床有典型心绞痛及 

心肌缺血的证据，无抗凝治疗禁忌证，桡动脉搏动良 

好，Mien试验阳性，彩超示桡动脉与尺动脉循环良好。 

1．2 手术方法 术前 3天患者口服氯吡格雷每天 

75mg和阿司匹林每天300mg，部分急诊患者术前 

[收稿日期]201009—10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 心内科，233000 

[作者简介]丁 坤(1968一)，男，副主任医师． 

口服氯吡格雷 300 mg。患者右手置于平伸外展位 

(45。～70。)⋯，2％利多卡因少量局部皮下注射，用 

21G穿刺针针尖斜 向近端进针，进入动脉后插入 

0．021英寸直引钢丝，并插入 6F动脉鞘，并从侧鞘 

内注入硝酸甘油 200 g，利多卡因20～40 mg，地尔 

硫卓3—5 mg和肝素 3 000 U。造影导管多选择 6F 

的JL、JR，应用0．035 cm x 150 am导引导丝，大多先 

行右冠状动脉造影后，再行左冠状动脉造影以确定 

病变部位类型。介入治疗前即刻静脉给肝素 

5 000—7 000 U，以后 1 000 u／h，大腔指引导管选用 

JL、JR、XB、EBU、MAC等型号，用 1．5～2．5 mln标 

准球囊预扩张，支架置人直径与病变远端正常血管 

的比例 1～1．1：1。成功标准：直径置人后残余狭窄 

≤20％，血流达到 TIMI 3级。术后 3 h拔除动脉鞘 

管 ，并 以氯吡格雷每天75mg维持12个月 ，阿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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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每天300 mg，3个月后改为拜阿司匹林每天 !oo 

mg长期应用，低分子肝素 5 000 u每天 2次皮下注 

射，应用5～7天。 

2 结果 

50例冠状动脉造影显示需干预的病变 97处。 

其中前降支36例，中间支2例，回旋支 10例，右冠 

状动脉 12例，两支血管病变 l0例，单支血管病变 

40例，共 97处病变接受球囊扩张成形术和支架置 

入术治疗，残余狭窄 <10％，血流达到 TIMI 3级。 

术后4例发生手臂肿胀，加压包扎后症状缓解，无桡 

动脉闭塞、出血、血肿、夹层等严重并发症，也无腰痛 

等不适症状，术后即可下床活动。 

3 讨论 

经皮股动脉穿刺是冠心病患者行冠状动脉介入 

诊疗的经典途径，但存在患者术后卧床时间长、体位 

受限多，腹股沟血肿、动静脉瘘、皮肤溃破、血栓等并 

发症发生率高达2％ ～8％[21，而且随着年龄的增 

长，成功率及安全性等也逐渐降低。随着心导管器 

械的小型化，经TRI已逐渐成为一种有益的替代。 

自1989年 CampeauI3 首次成功经桡动脉行冠 

状动脉造影检查和 1993年 Kiemeneij等 4 成功经桡 

动脉行 TRI以来 ，国内外临床已相继开展经 TRI。 

现已成为冠状动脉介入诊治的主要路径之一 J。 

本组5O例手术成功患者共处理 97处病变，32例因 

使用6F judkins指引导管缺乏良好的后座支撑力， 

球囊及支架通过困难而换用XB、EBU、MAC获得成 

功，说明该手术方法是安全有效的。 

经桡动脉途径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 

操作的主要的技术难点是桡动脉穿刺及指引导管到 

位。动脉穿刺点在腕横纹上二指处进针，进入导丝 

时动作慢而轻柔，造影导丝进入困难可换用“泥鳅” 

导丝，造影导管及指引导管推送应全程透视，顺血管 

形状旋转，进入冠状动脉的方法与股动脉相同，如更 

换导管最好使用260 am交换导丝以减少对血管的 

刺激。 

结合国内外文献的报道及实践经验，我们认为 

注意以下几方面有助于提高经桡动脉TRI诊疗的成 

功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1)严格选择适应证，最 

好选择患者病情稳定、桡动脉搏动好、冠状动脉病变 

相对较轻的病例，并术前常规行 Allen试验和彩超 

示桡动脉与尺动脉循环良好。对于部分患者肘部动 

脉弯曲或变异，部分老年患者因锁骨下动脉迂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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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试验如果手掌供血未在10 S内恢复正常，则提 

示尺、桡动脉侧支循环不佳，不宜用桡动脉行介入诊 

疗 J，可选用股动脉穿刺途径。(2)麻醉时局麻药 

不宜过多过深，穿刺时应选择走行直、搏动强的部位 

穿刺，进针角度以40。左右为宜，穿刺针进、退的速 

度要慢，避免穿刺已成功而又将穿刺针退到了血管 

外。(3)推荐使用5F造影导管，使用Temmo超滑 

长造影导丝，易通过狭窄或扭曲部位，并减少对动脉 

内膜的刺激，减少痉挛发生。如遇到锁骨下动脉扭 

曲，可嘱患者深吸气，外展上肢可顺利通过。(4)选 

择6F导引导管，大部分既易通过又可获得较好的支 

撑力。选用适宜的导引导管，动作轻柔均可减少桡 

动脉痉挛的发生。当导引导管操作阻力增大时，提 

示桡动脉发生痉挛，此时应暂停操作，并向桡动脉内 

注入硝酸甘油及地尔硫卓以解除痉挛。桡动脉痉挛 

发生与导管到位有密切关系，且可能与使用 p．受体 

阻滞剂有关 ，故患者一般术前停止使用 B．受体阻 

滞剂 2天，另外在积极抗血小板治疗的基础上，常规 

使用他汀类调脂药抗炎治疗，以减少闭塞及再狭窄 

的发生。本组50例行介入治疗患者中大多为单双 

支病变，无复杂病变，术中有 6例发生桡动脉痉挛。 

总之，经皮桡动脉穿刺行冠状动脉造影术及介 

人治疗创伤少，血管并发症少，安全可行，患者术后 

无需制动卧床，尤其对于因有腰椎病变或有心功能 

不全不能较长时间卧床，不习惯在病床上大小便，髂 

动脉或腹主动脉严重弯曲等患者有其独特优势，患 

者更易接受，不失为是一条安全可行的冠状动脉介 

入诊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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