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6年3月第23卷第2期chin JTcMwM(：riI(：are，Mamh 2()16，voI 23，No-2 ·191·

床旁超声在高危型急性肺栓塞患者中的诊断价值

林慧艳顾晓峰李海玲

(山东青岛解放军第四O一医院Icu，266071)

·短篇论著·

【摘要】目的探讨床旁超声在高危型急性肺栓塞(APE)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分析3例高危型

APE患者床旁超声与常规检查指标如D一二聚体、B型钠尿肽前体(Pm—BNP)、肌钙蛋白T(cTnT)、动脉血氧分

压(Pao：)、心电图、x线胸片结果，观察其异常率：结果3例APE患者床旁超声异常率100％，确诊后2例患

者及时溶栓，1例抗凝后均病情稳定一结论床旁超声对于早期诊断高危型APE具有重要意义，可有效降低

APE患者的致残率和致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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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居民急性肺栓塞(APE)病死率、住院率在临床上

均占第一位’：但APE确诊需肺动脉影像学检查，特别是

胸部螺旋cT血管成像检查((：TA)，但其技术水平要求高，在

急救及基层医院难以即刻通过此项检查来确诊APE。本院

2叭4年1月至12月对3例APE患者诊断过程中应用床旁

超声，快速明确了诊断，报告如下：

l临床资料

1．1病例简介：3例患者中男性2例，女性l例；平均年龄

(64．7±1．2)岁；既往均体健，均为外伤导致的下肢骨折，超

声检查明确诊断为APE后均转入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

1．1．1例l：男性，65岁，伤后即在硬腰联合麻醉下行双下

肢清创、骨折复位固定及脱套皮肤原位缝合术。后持续卧

床，伤后22 d再次行双足扩创、有足截趾术；伤后23 d患者

情绪激动后出现胸闷憋气，伴呼吸急促(20～25次／min)，

指脉搏血氧饱和度(sp0：)0．88(鼻导管吸氧5 LJ，min)，心率

134次／min，血压85／50 mmHg(1 mmHg=0．133 kPa)：

1．1．2例2：男性，62岁，伤后10 d在硬腰联合麻醉下行有

髂骨、右髋臼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毕患者憋

气明显，呼吸频率约24次／min，sp0，最低降至o．67，心率

102次／min，血压110／70mmHg(基础血压160／90mmHg)：

1．1．3例3：女性，67岁，伤后5 d在硬腰联合麻醉下行手

术治疗，麻醉成功后在股骨下段外侧切长约12 cm口，切开

皮肤及深筋膜，显露骨折端：此时患者突然m现心前区不适，

诉胸闷憋气，烦躁不安，m汗，血压下降至45／35 mmHg，心率

升至130次／min，sp0，测不出二

1．2诊断与治疗：上述3例患者急诊完善检查后，根据血

压考虑为高危型APE，对症处理后均转入Icu．其心电图

(EcG)、D一二聚体、B型钠尿肽前体(Pm—BNP)、肌钙蛋白T

(rTnT)、动脉血氧分压(Pa0，)、x线胸片与床旁超声等检查

结果见表l，其中EcG、D一二聚体、Pao，与床旁超声异常率

均达100％：3例患者最终经胸部cTA确诊为APE，结果见

冈l。

本组3例患者均发病突然，呈休克或低10【压状态，根

据2014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指南2’建议，依据可疑的

APE患者伴或不伴有低血压进行初始危险分层，将APE患

者分为高危与非高危型，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3例均

为高危型APE患者，特别是例3女性患者更是在数分钟内

即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考虑为致命性APE，故在手术室

中行经口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例1与例3均静滴

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rf—PA)50mg 2 h。例l在发病

8 h后胸闷憋气症状明显缓解，故间断停止无创呼吸机给予

流质饮食，但因其右侧股静脉血栓形成，后期行下腔静脉滤

器植入术，并顺利行右足二期手术二例3在发病3 h躁动消

失，血流动力学渐平稳，转入IcU次日即脱机拔管一例2因

创伤较大，溶栓m血风险高，且患者情况尚可，未溶栓，给予

抗凝治疗，应用无创呼吸机，5 d后即转回专科：

表1 3例APE患者ECG、D一二聚体、Pr0一BNP、cTnT、Pao：及x线胸片和床旁超声检查结果

例序性别 唧 。i君9蔷。茄。揣，(HI∥L) (ng，L) (n∥L)(mmHg) 蔷斧 床旁超声

例l男性宴陛，心动过速、小完

全有束支传导阻滞

例2男性窦性心动过速、不完

全右束支传导阻滞

例3女性窦性心动过速、不完

全存束支传导阻滞

156．16 3355 86．16 64 未址叫右房、^窒叫显增大，左窒变小，_尖瓣中量反流，中度肺动脉

(异常) (异常) 娩异常 高压65 nlmHg；右侧股静脉深静脉血栓形成(DvT)

628 6 628．6 70．13 62 未查有房、有室增大，三尖瓣轻度反流，肺动脉压77㈣11№，
(异常) (异常) 为重度肺动脉高压；未见双侧DvT

113．54 未查 未查 66 未查右房、有室大，i尖瓣重度反流，肺动脉压92mmHg．

(异常) (异常) 为重度肺动脉高压；未见双侧D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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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例l男性骨折患者复位固定术中出现憋气，cTA扫描示

肺动脉干、双侧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栓塞(A．B)；例2男性患者

行右髂骨、右髋臼粉碎性骨折复位内固定术中出现憋气，CTA扫

描示左下肺动脉主干及分支栓塞(c～D)；例3女性患者行股骨下

段骨折复位固定术中出现胸闷憋气，cTA扫描示左肺动脉主干、

右肺动脉上下支及远段部分血管分支栓塞(E—F，箭头所示)

2讨论

吸烟、肥胖、高脂血症、高血压与糖尿病均是APE常见

的危险因素。41。研究发现，40岁以上的成年患者每增加

10岁，APE的发病率增加2倍，且大创伤、下肢骨折、关节置

换与脊柱手术均是静脉血栓栓塞的高诱发因素¨1。致死性

APE常合并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如不及时治疗病死率高达

25％。30％，及时正确的治疗可使病死率降至2％～8％¨J。

故对高危型可疑APE更应尽早明确诊断，以减少漏诊率与

误诊率，提高患者的治疗成功率。

本组3例高危型APE患者均抢救成功，体会如下：具

有高诱发因素的患者出现胸闷憋气和血压下降等表现时，要

高度怀疑为高危型APE，应完善临床常规检查，同时行床旁

超声检查，结合患者诱发因素，均明确诊断为高危型APE，及

时予以溶栓抗凝治疗后，取得明显疗效。

临床上对血流动力学稳定、血压正常的可疑非高危型

APE患者，床旁超声并不常规推荐，因为此类患者有时间完

善特异性的检查，如胸部CTA。而在可疑高危型APE时，

床旁超声则尤为重要"-。超声技术在诊断与区别急性心源

性与肺源性呼吸衰竭中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J。床旁超

声检查可从直接征象和间接征象两个方面提示APE诊断，

直接征象是指超声检查时在右心或肺动脉系统内直接观察

到血栓回声，且结合临床症状即可明确诊断为APE，但阳性

率往往<4％∽o。间接征象是指APE后导致右心负荷过重、

室壁运动异常、三尖瓣反流与肺动脉高压等表现¨引。本组

3例APE患者床旁超声检查均显示其间接征象异常。尤为

重要的是超声心动图无改变的患者不能排除APE的存在，

下肢深静脉超声对诊断和防治APE十分重要，不仅可以检

出有无血栓，还可以对血栓累及范围、新旧及对血管损伤、血

流性状等作出评估，从而会对APE的诊断及预防提供有力

支持。有血栓时管腔内实性回声充填，加压不变形或不能完

全压瘪，无彩色血流或充盈缺损，血栓远心端静脉频谱期相

性消失或减弱¨“。简而言之，肺脏超声检查正常时，需要同

时筛查下肢静脉血栓，如果发现下肢静脉血栓，呼吸困难的

原因很可能就是APE，反之，可能是支气管痉挛所致¨2|。

综上，目前对于可疑高危型APE患者，尽早完善床旁超

声是最佳选择。因床旁超声具有简便无创、高准确性与重

复性等优点，且诊断符合率高，可根据临床表现的改变重复

检查，较其他检查手段更安全_l 3|。但床旁超声检查并非全

面，事实上更像物理诊断的延伸，用于回答临床特定的问题。

在临床运用时需掌握其影响因素(如心律失常)，以灵活运

用¨“。在进行床旁超声检查后相当一部分医师可以改变

其诊断与治疗方案，因此床旁超声在高危型APE的诊断、治

疗、监测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超声必将成为抢救急危

重症患者的“口袋工具”¨5|，且随着用途不断扩大，终将成

为Icu日常诊疗工作的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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