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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3至5天的護理。
進行繞道手術後的恢復很快，
像柯林頓這個年紀的病患接受單純手
術，如果心肌沒有嚴重受損，可以在5
天內出院；接下來的1至4個禮拜可以
慢慢地開始活動。6至8個禮拜會完全
恢復。當然，他們可能會出現疲勞、
心律不整、體液堆積、憂鬱等等的狀
況，但大部分病患可以很快恢復。

想不到的結果
雖然我們都知道上述冠心病的手
術治療都已經常被應用，而且療效也
好。但最近一項由挪威阿姆斯特丹大
學醫學院心臟科進行的5年臨床試驗
研究，他們比較手術與保守治療的療
效。在不穩定性冠狀動脈綜合症（Invasive versus Conservative Treatment
in Unstable coronary Syndromes簡稱
ICTUS），對於呈現非ＳＴ段擡高的急
性冠狀動脈綜合症（non-ST-segment
eleva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簡稱NSTE-ACS） 和肌鈣蛋白Ｔ（troponin
T）升高的患者。採用這兩種
不同治療方法的長期療效追蹤結果如
下：
研究人員隨機安排1200名患者進
入早期手術或選擇性的手術治療方案
後，跟蹤５年心臟血運重建率在早期
手術性的治療組別中達到81%，在選擇
性手術治療組別中達到60%。纍計死亡
或心肌梗塞率分別達22.3% 和 18.1%
，這個觀察到的死亡率並無統計上的
差異。心肌梗塞在進行風險分層之
後，發現在NSTE-ACS 和肌鈣蛋白Ｔ
升高的患者中，早期手術性的治療方
案，無法證明它在減少死亡或心肌梗
塞方面具有長期的益處。n

資料來源：Mayo Clin Proc. Dec. 2009
翻譯：金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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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cations of Diagnostic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縱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心導管手術
逐漸被作為一種重要的檢查手段，用來評估心臟
血液動力學、心室功能、冠狀動脈解剖。但是，
隨著細管設備的改進和新幹預措施的發展，在20
世紀80年代心導管技術已經成為治療心血管疾病
的一種重要工具。
儘管導管診斷技術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氣
球導管擴張術和支架置放術）使用刺入、不用切
口進入，使用局麻不用全麻，但它們仍能導致許
多不良反應：例如不是併發症的小副作用和近期
需立即處理的併發症。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
最新幹預措施的不良反應，往往和各種各樣的常
見併發症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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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併發症
在診斷性心導管手術實施的過程
中，導致死亡、心肌梗塞或主要血管
栓塞等嚴重併發症的幾率通常在1%以
下。由於風險/獲益的比率高，因此醫
界仍然支持這項技術用於評估或治療
潛在的、致命的或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的心臟病的功能。
對於單個的患者來講，發生不
利事件的風險機率是由統計學、心血
管解剖和臨床情況（包括複合病變、
術者經驗和手術方式）等方面來決定
的。嚴重的外周動脈病變是導致所有
嚴重併發症的一個重要的危險因素。
◎死亡
診斷性心導管手術導致的死亡是
非常少見的。20世紀60年代的死亡率
是1%。但SCA（心血管攝影協會）
對1984年到1987年之間，登記在冊超
過20萬使用心導管手術的患者統計顯
示，常規死亡率已經降到0.1%以下。
並發現：1、年齡在60歲以上，病程

11

CAIPA DOCTOR MAGAZINE SPRING/SUMMER 2010

1年以內的女性心導管術後死亡率較
高；2、紐約心臟病學會發現心功能
IV級與心功能I級和II級的患者比較，
死亡率幾乎增加了十倍；3、一項類
似的研究顯示：冠狀動脈左主干嚴重
病變（與單支血管病變比較）、並且
LVEF（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小於30%（與LVEF大於50%相
比）出現嚴重併發症（死亡）的風險
明顯增加；4、心臟瓣膜病變的患者、
慢性腎病患者、需要胰島素治療的糖
尿病、外周動脈病變、腦血管疾病、
肺功能不全，這些患者心導管術後併
發死亡和嚴重併發症的風險大大增
加。有基礎腎功能不全的患者，特別
是需要透析（洗腎）的患者，在術後
48小時內腎功能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死亡率特別高。
◎心肌梗塞
儘管心導管術後近期心肌缺血比
較常見，但梗死形成非常少見。在大
多數研究中，心肌梗塞的發生率低於
0.1%。

腦中風(Stroke)和
短暫腦缺血發作(TIA)
雖然腦中風是少見的，但仍然
是心導管術的潛在的、破壞性的併發
症。兩個大樣本資料分析得出的結論
是其發生率在0.07-0.10%之間，可
是最近報導其發生率提高到0.2-0.4%
。腦中風的危險因素包括嚴重的冠心
病、過長時間的X線照射、糖尿病、高
血壓、預激綜合征或腎衰竭。腦中風
和短暫腦缺血發作（TIA）被認為是由
大動脈壁上粥樣硬化的斑塊破裂所引
起。
◎主動脈瓣狹窄
主動脈瓣狹窄的患者在經主動脈
逆行插管手術時發生腦中風的風險特
別高。
◎無症狀的栓子栓塞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兩個大量
樣本分析得出的心導管術的腦中風發
生率是0.07到0.10%。然而，無症狀的
栓子栓塞事件是比較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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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血管併發症
導管進針部位的局部血管併發症
是心導管術後最常見的問題。這些問
題可能包括：急性血栓形成、周圍血
栓栓塞、夾層或切開後無法控制的出
血（可見的大量的出血、包括股動脈
血腫和腹膜後的局部血腫）、假性動
脈瘤、動靜脈瘺。
◎進針部位的止血
心導管術結束時移去導管的習慣
方法是用手掌局部壓迫15到30分鐘。
有兩種方法可供選擇：機械鉗鉗夾和
更重要的動脈血管封堵器（APCDs）
。機械鉗鉗夾可以減少止血時間，保
證止血效果，可以有效地減少血管局
部併發症。包括需要較長時間止血的
病人、應用較大型號套管的病人、過
量應用抗凝劑的病人、有可見的大血
腫、抗血小板治療的病人。成功止血
的首選方法是機械鉗夾。動脈血管封
堵器（APCDs）避免了長時間的壓迫
動脈的時間，縮短了隨後要求的臥床
休息的時間。APCDs可能會增加局部
血管併發症。在一個對30組約4000例
冠狀動脈造影或PCI治療病人的Meta
分析資料中，應用APCDs止血對腹股
溝血腫、出血、動脈瘤形成等併發症
的發生率與機械鉗夾相比沒有顯著增
加。
◎預先使用華法令（Warfarin）
治療
在預先使用華法令治療的患者
中，最理想的結果是在導管術進行
前，保留華法令監測INR（國際標準化
比值）達到1.5。
◎血腫形成
大腿根部的軟組織血腫是不常見
的，但可能出現大面積的瘀斑，不過
經過數天就可以完全消除。但股神經
壓迫仍可能發生，這通常需要數周或
數月才能消失。這些血腫通常不需要
外科處理。
◎腹膜後血腫
如果動脈穿刺孔在腹股溝韌帶上
方，血腫可能延伸到腹膜後，並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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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過低和同側腰痛。CT掃描或超聲
檢查就可以確診。治療通常採取保守
治療，一般不選擇手術治療，主要是
臥床休息和輸血。
◎動靜脈瘺
動脈穿刺孔的持續出血可能使臨
近的靜脈穿刺孔周圍壓力減低，導致
動靜脈瘺形成。隨著時間的推移，瘺
管會逐漸擴大，這時就必需外科手術
處理了。
◎假性動脈瘤
血腫如果有持續的動脈血液供
應，在心臟收縮和舒張期間，隨著
血液供應，血腫可能發展成假性動脈
瘤。幾乎所有的假性動脈瘤都出現在
移去動脈套管的最初的3天之內，極
少病例發生在套管移去的7天內。當
假性動脈瘤發生在血管分叉部位時，
手術治療是必須的。假性動脈瘤可以
發展很快，變得很大很危險，並且可
能引起皮膚壞疽，發生感染，或者導
致最低程度的導管治療失敗。小的假
性動脈瘤的處理可以使用超聲引導的
壓迫，或在超聲引導下向假性動脈瘤
注射凝血酶或膠原蛋白都可以，但後
者有更高的成功率。這種療法對單一
假性動脈瘤的成功率是96%，對複雜
假性動脈瘤的成功率是89%。
◎動脈血栓形成
動脈血栓很少見。常見的是使用
手臂動脈穿刺法時可能出現。
◎橈動脈穿刺
橈動脈穿刺導管術局部血管併發
症發生率低。橈動脈套管插入術可導
致5到19%的橈動脈閉塞。這個併發
症在大多數病人無明顯臨床意義，因
為手部有橈動脈和尺動脈兩條血管供
應，在兩者之間有廣泛的交通支。然
而有些病人掌弓動脈不完善，交通支
灌注不足，在橈動脈閉塞後可能導致
手部缺血。改良的艾倫測試被用來鑒
別經橈動脈導管插入術時患者增加的
風險。鑒於上述觀察結果，經橈動脈
導管插入術通常不再用於非正常的改
良的艾倫測試的患者。

心律不齊
在心導管術中可能發生各種各樣
的心律不齊和傳導紊亂。在導管進入
右或左心室時，最常見的併發症是“
室性早搏”，可能被誘發，並且一般
沒有臨床價值或臨床表現。
◎室速或室顫
室速或室顫是心導管術的少見併
發症，心導管術協會（SCA）第二階
段的報告中顯示只有0.4%的發生率。
◎房性心律不齊
心導管術中，特別是在右心房進
行心導管術時，導管被放進或放出右
心房可能出現房性心律不齊。除非它
們導致缺血或血液動力學不穩定，這
些心律不齊通常不需要做緊急處理。
◎心動過緩
心動過緩通常出現在冠狀動脈造
影術，通常在離子造影劑注入右冠狀
動脈快要結束的時候發生。有力的咳
嗽有助於增加對比度、充盈度和恢復
正常的心臟節律。多達3%患者出現
血管迷走神經反射（一般包括心動過
緩、血壓過低、打哈欠/或出汗），特
別是當他們感到疼痛或焦慮時。
◎傳導障礙
在心導管術實驗室，傳道障礙是
心動過緩的一個少見的病因。

心臟或主要的血管穿孔
穿孔是心導管術極其少見的併發
症。

過敏反應
心導管術中的過敏反應可能被三
種抗原誘發：局部麻醉劑、造影劑、
魚精蛋白硫酸鹽。
◎局部麻醉劑
根據病人既往對局部麻醉劑的反
應，選擇不含防腐劑的局麻藥（比如
bupivacaine或mepivicaine）可能是一
個更好的選擇。
◎碘造影劑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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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影劑反應在病人中的發生率達
到1%。在先前有造 影劑反應的患者
中，這種反應的風險是最大的。其它
情況，諸如哮喘或遺傳過敏性疾病等
也可以增加風險。有幾個方法可以在
高危患者中減少碘過敏反應的發生：1
、術前使用皮質類固醇和H1抗阻胺藥
能減少嚴重過敏反應的發生。2、給患
者使用非離子的造影劑。
◎魚精蛋白
魚精蛋白的過敏反應偶爾發生，
常見於發生胰島素依賴的糖尿病患
者，因為他們在過去已經接觸到裡面
含有魚精蛋白的NPH胰島素。

栓子形成
在心導管術過程中，動脈粥樣硬
化的碎片經常從動脈壁上擦落。這些
碎片可能導致組織器官的栓塞（包括
皮膚、腎臟、視網膜、大腦和胃腸系
膜）。有報導的動脈粥樣硬化碎片導
致的血栓事件的回顧性的發生率為0.6
到0.9%，然而預期發生率在1.4到1.9%
之間。栓子的治療主要是支持治療。

急性腎衰竭
心導管術導致急性腎衰竭有三個
主要的原因：造影劑相關的急性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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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脫落的栓子造成的急性腎衰竭；
血液動力不穩定造成腎灌注不足。
◎造影劑腎病
至少5%的做過心導管術的患者有
過短暫的血肌酐濃度（plasma creatinine concentration）的升高超過1.0
mg/dL (88 mmol/L)，這主要歸因於
造影劑造成的腎功能紊亂。其中對患
有中等程度的腎功能不全和糖尿病患
者的危險最大。血漿肌酐濃度經常在7
天內恢復正常，少於1%的患者發展下
去需要長期的血液透析。他們通常是
有潛在的嚴重的慢性腎病的糖尿病患
者。
◎腎栓塞
腎臟是容易得到栓子栓塞的主要
器官之一。

感染
心導管術需要消毒技巧，然而，
局部感染和菌血症是少見的。在心導
管術期間有瓣膜病變的患者，心內膜
炎的預防往往被忽視。股動脈穿刺與
橈動脈穿刺相比，感染發生率可增加
10倍。

輻射暴露
患者在進行心導管手術診斷和治
療時肯定會受到一定的放射輻射。在
操作過程中，通常在輻射時間超過60
分鐘時，輻射暴露可能會導致皮膚灼
傷。

心內膜心肌活檢
右心室的心內膜心肌活檢需要使
用相對僵硬的導管，但諸如心臟或者
大血管的穿孔、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
或需要永久同步心臟起搏的心跳驟停
等嚴重併發症的發生率很低。n
資料來源：www.utdol.com
資料翻譯：印海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