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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导管对经股静脉途径
插管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操作成功率的影响

郭亮亮，孙旭阳，李超，章海兰，孙刚，刘江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消化内科，海南 三亚 572013)

【摘要】 目的 比较不同导管经股静脉途径入路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的操作成功率及操作时间，探讨经股

静脉途径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较为合适的导管类型，减少操作时间及提高成功率。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海

南分院消化内科2016年7~12月期间收治的40例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均经股静脉插管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

按随机数表法分为A组和B组，每组20例，A组使用眼镜蛇导管(COBRA)，B组使用西蒙导管(SIMMONS)进行肝静

脉选择性插管，如插管不成功，则换用对方组导管操作。以开始操作到成功置入测压导管为观察终点，比较两组插

管成功率及操作时间是否存在差异。结果 经股静脉入路总体成功率为100%。A组COBRA导管置管成功18例，

成功率为90%，操作平均时间为(239±23) s；B组SIMMONS导管置管成功19例，成功率为95%，操作平均使用时间

为(124±12) s，两组操作成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但两组操作时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结论 经股静脉插管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相对安全，使用西蒙导管可提高操作

成功率并缩短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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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ropriate catheter type in the hepatic venous pressure gradient measure-

ment by comparing the success rate and time consuming of different catheters with femoral vein access. Methods For-

ty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preparing to receive HVPG measurement were recruited in Hainan Branch of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from July 2016 to December 2016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ach of 20 case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BRA (group A) or SIMMONS catheter (group B) were used to help select the right he-

patic vein with femoral vein access. If failed, the counterpart catheter may be selected. The success rate of intubation and

the average time of procedu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ll 40 subjects completed HVPG measure-

ment successfully (100%). The success rate of intubation was 90% (18/20) in COBRA group versus 95% (19/20) in the

SIMMONS group (P>0.05), and the time consumed was (239±23) s in COBRA group versus (124±12) s in the SIM-

MONS group (P<0.05). No severe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Conclusion The fomoral vein access is safe in HVPG

measurement, and the SIMMONS catheter ma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and shorten the operat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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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静脉压力梯度(hepatic venous pressure gradient，

HVPG)是一个能够准确反映门静脉压力程度及变化

的指标，被认为是诊断门静脉高压的金标准 [1-2]。

HVPG 可用于门脉高压的诊断及食管胃静脉曲张出

血风险评估[3-4]，另外在肝纤维化和肝细胞癌的预测、

手术风险和疗效的评估、预后的判断、个体化方案的

制定以及特殊人群的应用等方面均有较为广阔的前

景 [5-10]。HVPG测量方法常采用经颈静脉导管法或球

囊法[11-12]，目前常应用球囊导管法进行测压。我院尝

试采取经股静脉途径进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结合

肝静脉及上腔静脉解剖位置关系，选取弯度与肝静脉

及上腔静脉解剖位置相似的眼镜蛇导管(COBRA)及

西蒙导管(SIMMONS)进行肝静脉插管，通过比较两种

导管插管时间及成功率，以期找到合适的导管形态进

行经股静脉途径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消

化内科2016年7~12月期间收治的40例肝硬化患者为

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30例，女性 10例，年龄 27~75岁，

平均(49.4±11.6)岁。纳入标准：①无语言障碍和精神

障碍者；②无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③无股静脉、

下腔静脉血栓、闭塞、畸形者。该研究内容经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分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并同意，所有患者知

情并在术前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开始前，借助随机

数字表生成 40个随机数字对应，将纳入研究的 40例

患者按照数字大小排序，前1~20位数字对应的患者分

配至A组(使用COBRA导管)；第21~40位数字分配至

B 组(使用 SIMMONS 导管)，每组 20 例。A 组患者男

性 15例，女性 5例，平均年龄(44.8±10.2)岁；B组患者

男性15例，女性5例，平均年龄(54.0±11.4)岁。两组患

者的年龄、性别构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材料与试剂 血管鞘(TERUMO)；加长硬

泥鳅导丝 (TERUMO)；普通泥鳅导丝 (TERUMO)；

COBRA 导管(TERUMO)；Simmons 导管(TERUMO)；

双腔取血栓导管 (Fogarty，Edwards Lifescience R )；血

液动力学系统(GE MacLab)；造影导管(Cordis)；碘克

沙醇注射液(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 mL：

32 gI)。

1.2.2 HVPG操作方法 使用飞利浦 FD20成像

系统，患者取仰卧位，选入右侧股静脉入路，常规消

毒、铺巾，2%利多卡因局部麻醉。采用Seldinger技术

穿刺右侧股静脉，成功后置入6F血管鞘。经血管鞘引

入加长硬泥鳅导丝、5F Simmons导管或5F COBRA导

管，调整导丝、导管至肝右静脉，固定导丝，撤出导

管，经导丝引入 5.5F双腔取血栓导管，调整至合适位

置，将导管尾端经压力传感器及附件连接至血液动

力学系统，测得肝静脉游离压 (free hepatic venous

pressure，FHVP)。后将球囊扩张至合适大小，经端孔

注入造影剂，确认肝右静脉血流闭塞完全并且无肝

内侧支交通后，测得肝静脉楔压(wedged hepatic ve-

nous pressure，WHVP)，重复测量3次，取平均值，记录

HVPG=WHVP-FHVP。若使用 5F Simmons导管或 5F

COBRA 导管置管失败，则再次选择 5F COBRA 导管

或5F Simmons导管重复上述操作，操作完成后拔管局

部加压包扎，嘱患者卧床休息6 h。

1.3 观 察 指 标 以 开 始 送 入 眼 镜 蛇 导 管

(COBRA)/西蒙导管(SIMMONS)至成功置入测压球囊

导管为时间终点，观察两组置管成功率和所需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

料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A 组患者的 COBRA 导管置管成功 18 例，失败 2

例，成功率为 90%，成功案例操作平均使用时间为

(239±23) s。B组患者的 SIMMONS 导管置管成功 19

例，失败 1例，成功率为 95%，成功案例操作平均使用

时间为(124±12) s，两组患者的操作成功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B 组操作所需时间明显短于 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例置管失败者更

换导管后均再次成功完成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总体

成功率为 100%，所有患者均未出现皮下血肿、感染、

出血等不良事件。

3 讨 论

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可以经颈静脉入路或股

静脉入路，其中经颈静脉为经典入路，较多采用，但该

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操作过程中患者及医

师的舒适度较差。患者需较长时间侧头平卧，操作

医师距放射管球较近，操作空间小，且无法使用铅帘

保护，直接接受辐射量较大。另一方面，颈内静脉穿

刺时存在误穿颈动脉、局部血肿、血胸、气胸等并发

症的可能[13-15]；且当导管、导丝通过心房时可能引起阵

发性心动过速，患者明显不适，并有潜在风险；少见情

况下，存在上腔静脉畸形的患者可能导致操作失败。

为避免经颈静脉途径插管存在的上述不足，笔者

采取经股静脉途径入路插管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

结果显示，经该入路技术成功率为 100%。术中避免

了患者长时间侧头的不适感及无菌单遮挡头部引起

的恐惧感；同时改善了医生操作过程中的舒适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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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管球距离增加及使用铅帘遮挡，减少了直接辐射

剂量，未发生各种不良反应及并发症。故经股静脉插

管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是可行、安全的。

在股静脉入路操作过程中，因肝静脉与下腔静

脉角度不同，导致操作难度及时间不同。常规采用

COBRA导管引导进入肝静脉，技术成功率及操作时

间未见报道。肝硬化患者肝脏体积缩小，导致肝静

脉及下腔静脉角度变小(多呈锐角)[16]。在交换导丝

导管时因导管张力较大或导丝支撑力相对不足，导

致导管、导丝脱落，增加了操作难度及操作时间。结

合肝静脉及下腔静脉角度特点及常用导管头端形

态，笔者选取了 SIMMONS 导管与 COBRA 导管进行

了比较，以明确该导管能否提高插管成功率或缩短

操作时间。结果显示 COBRA 导管与 SIMMONS 导

管置管技术成功率分别为 90%与 95%，使用两种导

管的技术成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使

用 SIMMONS导管组平均操作时间明显少于COBRA

导管组。分析原因主要为，与 COBRA 导管比较，

SIMMONS导管前端弯度相对较大，多数情况下，可以

很好地顺应肝硬化患者肝静脉走行角度与方向，且该

导管头端相对较硬，与COBRA导管相比，支撑力相对

较强，因此减少了导管导丝脱落的概率，从而缩短了

操作时间。

综上所述，经股静脉入路，根据肝静脉及下腔静

脉角度选取合适导管可有效的进行经股静脉插管行

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与常用 COBRA 导管比较，

SIMMONS导管可以缩短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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