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脉血栓专刊

10 专病论治
２０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陈艳阳 邮箱：cyy0121@126．ｃｏｍ 版式：谢敏智

������日常生活中， 有不少形成静脉
血栓的危险因素， 要特别加以注意。

避免久坐久站 长久处于某一体
位， 下肢活动减少， 就会导致血流
缓慢。 如果因为职业原因， 不能避
免久坐,可以做一些原地的运动,如原
地踏步的小幅度腿部运动， 有条件
的可适当把腿抬高,并不时用手拍拍
腿部或做简单的按摩。 如果每隔一
小时做一次工间操， 或起身活动一
下， 更有利于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

饮食要清淡一些 血液黏稠是静
脉血栓形成的主因， 如果饮食太过油
腻， 高蛋白、 高脂肪食物吃得过多，
容易增加发生风险。 建议在饮食方面
多吃新鲜果蔬， 多食富含维生素、 粗
纤维及低脂食物， 减少肉类、 油脂和
盐的摄入。 并适当补充水分。

坚持运动， 锻炼身体 多到户外
活动 ， 参加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 。
适宜的体育锻炼可以减轻体重， 降

低血脂 、 血糖 、 血压和血黏稠度 ，
对预防各种血栓病具有重要作用。

戒烟限酒 研究表明烟草中的尼
古丁等有害成分， 对血管内皮细胞
有损害， 能促进血栓的形成。 因此
要远离烟草， 既要本人不吸烟， 也
要防止被动吸烟。 酒也会对血管壁
造成损伤。 因此最好不饮酒， 尽量
少饮酒。 饮用烈性酒， 最多一次不
要超过 2 两。

劳逸结合， 注意休息 要保持良
好的睡眠， 不要沉迷于电脑游戏、 打
麻将等， 切忌因此熬夜甚至通宵不眠。

长途旅行， 注意活动下肢 长时
间坐车、 坐飞机， 容易影响下肢血液
循环， 造成腿肿， 所以要注意改变姿
势， 适当活动下肢。 在人多拥挤的环
境中也应注意活动， 如屈伸踝关节、
反复下蹲几次。 如果条件允许,可反
复用力抬高大腿,屈伸膝关节。

郑州大学医学院 时仲省

������静脉血栓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
引起肺栓塞呢？

静脉血栓形成的原因及分类
静脉血栓是指静脉回流压力降

低， 导致血栓形成。 其发生的原因，
主要有血液粘稠度过高、 血流速度
迟缓、 血管壁损伤等引起的， 而外
伤、 手术、 长期卧床、 分娩等是其
诱发因素。 家族遗传也有一定关系。
久站、 久坐职业者、 老年人、 肥胖
者、 肿瘤患者等是其高发人群。

根据血栓发生部位不同可分为两
大类： 一类为浅静脉血栓形成， 常累
及大隐静脉或小隐静脉或其属支， 主
要特征是血栓形成部位疼痛， 外表可
见浅静脉有一发红、 低热的索状物，
有触痛， 周围红肿。 其栓子不易脱
落， 一般不会引起肺动脉栓塞。 另一
类为深静脉血栓形成， 常发生于小腿
部深静脉或髂、 股、 腘静脉。 由于侵
犯主干静脉， 症状较重， 而且可能发
生严重的并发症， 当血栓向上扩延至
下腔静脉时， 可引起肺动脉栓塞。 所
以深静脉血栓应当特别引起警惕， 有
的需要及时进行手术治疗。

静脉血栓的治疗
一、 药物治疗： 目的是使病变

局限化， 消除水肿， 预防肺栓塞发
生。 常用药物有抗凝剂， 如肝素和双
香豆素类药物等， 可防止已形成的血
栓继续增长， 而且能阻止其他部位新
的血栓形成。 溶栓剂： 在发病 3～5 天
内， 可应用人纤溶酶， 促使血栓溶
解。 尿激酶和蝮蛇抗栓酶也可使用。
低分子右旋糖酐： 为血浆增容剂， 可

改善微循环， 减轻疼痛。 非甾体类抗
炎剂： 可用吲哚美辛 (消炎痛) 和保
泰松等。 有的药物应用时有特殊要
求， 有的药物有一定副作用， 应由医
生根据病情慎重选择。

二、 辅助疗法： 如在急性期需
卧床， 抬高患肢， 应用湿热敷， 待
疼痛消失和体温脉搏恢复正常后再
下床活动。 用弹力绷带缠肢 3～6 个
月， 或穿戴弹力袜， 可有效地减轻
下肢水肿。

三、 病因疗法： 如患有扁桃体
炎等感染灶， 应积极治疗。 如由肿
瘤引起， 应同时治疗肿瘤等。

四、 手术疗法： 传统的手术方
法有静脉结扎术、 血栓摘除术静脉剥
离术等， 有一定作用， 但也有其不足
之处。 目前采用的介入治疗， 是新兴
血管腔内微创技术， 具有创伤小、 恢
复快的特点， 既能克服传统手术远期
血管通畅率低、 创伤大、 患者术后疼
痛、 手术切口不愈合等缺点， 又能有
效地开通闭塞的下肢深静脉， 使患者
术后症状明显缓解， 是一种安全有效
并能保持近期和中期通畅的有效方
法。 可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应用。

河南省人民医院介入科主任医师
王振豫

������静脉血栓手术适应症
一般严重的急性期病人，
需快速清除血栓， 就需要
手术。 手术的最终目的就
是开通堵塞的血管， 防止
血栓脱落。 慢性血栓后期
如果血管已经有慢性闭
塞 ， 也可以采取手术治
疗。 慢性血栓的手术主要
是重建血管。 现在做的比
较多的是髂静脉和下腔静
脉 （都在躯干部位）， 至
于大腿和小腿静脉的预
后 ， 治疗效果尚不能确
定， 所以开展较少。 重建
血管的方式一是开刀取
栓、 架桥手术； 二是介入
治疗， 就是把支架放到狭
窄或闭塞的血管内， 重新
开通血管。 如果是深静脉
血栓， 病情较重， 还是早

一些手术为好。 如果发展到肺
动脉栓塞再手术， 死亡率是很
高的。

微创手术是怎样做的 是用
一些比较特殊的导管， 插到血
管的远端。 因为导管很细 ， 不
会碰到血栓， 到达远端后导管
前端的球囊打开， 变得跟血管
一样粗， 再把导管拉回 ， 将血
栓随球囊一起取出。 还可以在
血栓的慢性期通过球囊把狭窄
或闭塞的血管扩张开， 同时放
置支架。 这种手术比传统手术
安全度和效果都大有提高。

手术治疗前需做哪些检查
静脉血栓患者手术前一方面要
做常规的抽血化验、 胸片 、 心
电图等检查； 另一方面 ， 要做
血管超声和 CT 造影， 以判断病
人是否属于手术的适应证 ， 并
根据检查结果， 确定手术方式。

“腔静脉滤器” 起什么样作
用 腔静脉滤器是预防致命性肺
动脉栓塞发生的一个装置 ， 它
对血栓没有治疗效果。 但它可
以拦截从下肢流往肺动脉的血
栓 。 但腔静脉滤器也有缺点 ，
因为它也是个异物， 也是血栓
形成的一个危险因素。 所以一
般不把滤器作为常规治疗 ， 只
有当病人由于脑出血等原因 ，
导致不能做抗凝治疗时 ， 才考
虑放滤器。 如果血栓属于中心
型、 比较大， 也可考虑放滤器。

郑州大学一附院周围血管外科
主任医师 王子范

������静脉血栓手术后首先要抗
凝。 抗凝治疗要贯穿在静脉血
栓整个治疗中。 无论选择手术
还是溶栓 ， 抗凝治疗都是前
提。 虽然抗凝治疗有出血的风
险， 但手术后医生会根据病人
的情况， 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
抗凝治疗， 以减少术后出血的
风险。 其次， 要积极活动。 手
术本身就是静脉血栓的高危因
素之一， 病人进行取栓手术可
以说增加了血栓复发的几率，
所以术后早期病人要积极运
动， 预防血栓在短期内急性复
发。 第三， 辅助物理预防和康
复。 如穿弹力袜， 应用压力驱
动泵和足底驱动泵等。

术后何时可以开始运动？
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而定， 通
常在麻醉恢复后就可以开始运
动； 首先， 术后可以先在床上
活动， 下地活动的时间要根据
手术创面的大小决定， 总的原
则就是尽量早。 当然不同年龄
段的病人情况不完全相同， 如
年轻者术后 12 小时即可下地
活动， 年老者就要晚一些。

治疗后， 血栓容易复发
吗？ 血栓的复发与血栓形成的
危险因素有关， 与治疗方式的
选择没有太大关系。 做过支架
或者血管搭桥的病人， 由于手
术往体内放入了异物， 相当于
增加了危险因素， 所以这类病
人复发的概率要大一些。 或者
有些因为外伤导致血栓的病
人， 治疗后再次受伤后患血栓
的几率也会比原来高。 因此要
求， 这类病人抗凝治疗的时间
要增加 ， 尽量避免血栓的复
发。

术后病人需要定期复查或
者随访吗？ 所有病人都要定期
随访复查 。 如果病人用华法
林， 就需要监测凝血， 以防出
血。 同时也可以检查治疗是否
有效， 预测复发的几率， 看是
否需要恢复抗凝治疗等等。 通
常第一次发生血栓的病人， 在
手术治疗后 3 到 6 个月需要复
查， 复查的项目主要是出凝血
功能， 必要时还需要查血管彩
超。 如果不是首次发生血栓，
在 3~6 个月的基础上， 12 个
月左右还要复查一次。 如果是
肺动脉栓塞， 至少要抗凝治疗
6 个月， 这期间要定期复查，
调整药物的剂量。

郑州黄河中心医院社区科
副主任医师 时丰

手术治疗后
四大关键问题

静脉血栓之后 防致命肺栓塞
�������65 岁已退休的秦老师， 最近小腿静脉曲张加重， 他以为是前段
时间外出旅游引起的， 过几天就好了。 谁知这两天， 由于小腿肿胀
严重， 便自行按摩， 但突然出现胸闷、 气短、 面色苍白等情况， 于
是家人急忙送他到医院院诊治。 经过影像等检查， 证实秦老师患有
下肢深静脉血栓， 已引起肺栓塞， 随时有生命危险。 于是医生采用
吸氧、 抗凝后， 紧急进行手术， 秦老师才转危为安。

避免久坐久站 防静脉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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