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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规范．

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会
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协作组

第一部分概

述

会基于当前的循证医学证据，在２００１年《肺血栓栓
塞症的诊断与治疗指南（草案）》‘１ ｏ的基础上，制订

一、前青

了《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本指南结合

肺栓塞是以各种栓子阻塞肺动脉或其分支为其

近５年发表的系列指南，系统评价了国内外近年来

发病原因的一组疾病或临床综合征的总称，包括肺

发表的ＰＴＥ相关循证医学研究资料，增加了基于国

血栓栓塞症（ｔｒＦＥ）、脂肪栓塞综合征、羊水栓塞、空

人循证医学研究的数据，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我国

气栓塞、肿瘤栓塞等，其中ＰＴＥ为肺栓塞的最常见

ＰＦ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

类型。引起ＰＴＥ的血栓主要来源于下肢的深静脉

二、指南编写方法

血栓形成（ＤＶＴ）。ＰＴＥ和ＤＶＴ合称为静脉血栓栓

证据和推荐意见的评价方法采用ＧＲＡＤＥ分

塞症（ＶＴＥ），两者具有相同易患因素，是ＶＴＥ在不

级‘２ ｏ（表１，２），由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一心／ＧＲＡＤＥ

同部位、不同阶段的两种临床表现形式。血栓栓塞

中国中心提供方法学支持。指南设计与制订步骤依

肺动脉后，血栓不溶、机化、肺血管重构致血管狭窄

据２０１５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订手册》’３；，以及

或闭塞，导致肺血管阻力（ＰＶＲ）增加，肺动脉压力

２０１６年中华医学会发布的《制订／修订＜临床诊疗

进行性增高，最终可引起有心室肥厚和右心衰竭，称

指南＞的基本方法及程序》’４ Ｊ。

为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ＣＴＥＰＨ）。
近年来，ＰＴＥ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关注，

表１

ＧＲＡＤＥ推荐强度分级与定义２

表２

ＧＲＡＤＥ证据质量分级与定义：２

相关学会发布了系列诊断、治疗和预防指南，但这些
指南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尚存在以下问题：（１）国际
指南的质量良莠不齐，不同指南的推荐意见之间常
常存在不一致性；（２）影像诊断技术和生物学标志
物的临床应用，丰富了对ＰＴＥ诊断和危险分层的认
识，但欧美指南的分型标准是否适于国人临床实践
尚需进一步验证；（３）国际指南推荐的ＰＴＥ治疗方
案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差异，如溶栓药物的
方案、直接口服抗凝药物（ＤＯＡＣ）的剂量调节等。
基于此，为更好指导我国医师的临床实践，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中国
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工作委员

质量等级

定义

高（Ａ）

非常确信真实值接近观察值

中（Ｂ）

对观察值有中等程度信心：真实值有可能接近
观察值，但仍存在两者不同的可能性

低（Ｃ）

对观察值的确信程度有限：真实值可能与观察值不同

极低（Ｄ）

对观察值几乎没有信心：真实值很可能与观察值不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８．１４．００ ７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９０５６００）；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２０１１ＢＡｌｌＢｌ７）
通信作者：王辰，１００７３０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Ｅｍａｉｌ：ｃｙｈ．ｂｉｒｍ＠２６３．ｎｅｔ；翟振围，１０００２９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呼吸

本指南小组应用临床指南研究与评估系统Ⅱ
（ＡＧＲＥＥ ＩＩ）［５］对相关性比较高的指南进行评价。

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通过筛选，最终纳入指南２９部。其中，英文指南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ｉｚｈｅｎｇｕ０２０１ １＠１ ２６．ｃｏｒｎ

１５部、中文指南１４部‘６。３４］。４名研究人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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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对纳入指南独立进行评价，预试验结果显

读者可联系该注册平台索要指南的计划书。

示４名研究人员对评分条目的理解一致性较好。经

２．指南使用者与目标人群：本指南供中国内科

过正式评价每部指南各领域的具体得分情况，对每

（呼吸科、心血管科、血液科等）、外科（骨科、普外

部指南是否推荐使用的结果显示，１４部（４８％）指南

科、胸外科等）、急诊科、药剂科、影像科及其他与

被推荐使用，８部（２８％）被推荐修订后使用，７部

ＰＴＥ、ＤＶＴ诊疗和管理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员使用。

（２４％）不推荐使用（表３）。

指南推荐意见的应用目标人群为中国ＰＴＥ、ＤＶＴ和

本指南的报告和撰写参考卫生保健实践指南的
报告条目（ＲＩＧＨＴ）。”。。

其他ＶＴＥ患者。
３．指南工作组：本指南成立了多学科专家工作

本指南的整体技术路线见图ｌ，推荐意见形成

组，包括呼吸科、心血管科、血液科、血管外科、骨科、

肿瘤科、影像科、循证医学等。－丁作组具体分为

技术路线见图２。
１．指南注册与计划书的撰写：本指南已在国际

４个：专家组、证据评价组、秘书组、外审组。

实践指南注册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４．利益冲突声明：本指南工作组成员均填写了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ｃｎ）进行注册（注册号：ＩＰＧＲＰ一２０１５ＣＮ００８），

利益声明表，不存在与本指南撰写直接相关的利益

表３对２９部指南的ＡＧＲＥＥ １１评价

注：ＡＣＲ：美国放射学会；ＡＶＴＦ：亚洲静脉血栓论坛；ＡＣＣＰ：美国胸内科医师学会；ＡＣＦ：抗凝论坛；ＡＣＰ：美国医师学会ＡＳＣＯ：美国临床肿
瘤学会；ＮＩＣＥ：英国因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ＫＳＡ：沙特阿拉伯王国；ＥＳＣ：欧洲心脏病协会；ＳＯＧＣ：加拿大产科医师和妇科医师学会：ＮＣＧＣ：
国家临床指南中心；ＩＳＴＨ：国际血栓与止血协会；ＡＴＳ：美国胸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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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问题按其重要性分为１～

淼卜
ｌ

国内外指南

嚣｜－
＝｝＿
和结局指标

系统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ＣＢＭ、ＯｙｎａＭｃｄ、ＧＩＮ、ＮＧＣ、ＷＨＯ、ＵｐＴｏＤａｔｃ、
ＮＩＣＥ、ＳＩＧＮ、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医脉通１１个数据库，纳入国内外ＰＴＥ、

ＤＶＴ及ＶＴＥ诊疗指南，并应用ＡＧＲＥＥ ＩＩ工具对其进行质量评价

基于指南，初步筛选出了２１０个诊疗相关临床问题和２０个结局指标

ｌ

和结局指标

遴选清单调查表（含临床问题５０个，重要性等级分为
１～７分；结局指标１０个，重要性等级分为ｌ～９分）

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４１位

耋：呈霎薹薹霎卜＿

专家）和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协作组（５５６家医院的

指标重要性调研ｌ

２

９５４名医师）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对其重要性进行分级

和全国肺栓塞．肺血管病防治协作
围内进行问卷调查。基于调查结
果，纳入最终本指南需解决的２１个
临床问题与３个结局指标。

６．证据检索：针对最终纳入的
临床问题与结局指标，按照“人群、
干预、对照和结局（ＰＩＣＯ）”对其

基于初拟推荐意见，检索支持证据：（１）系统评价：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

（１）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ｎｉｋｏｓ、ＣＢＭ、万方和ＣＮＫＩ ７个数据库，纳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ｎｉｋｏｓ、ＣＢＭ、万方和

入系统评价（包括Ｍｅｔａ分析和网状Ｍｅｔａ分析），检索时间为建库至２０１６

ＣＮＫＩ数据库，纳入系统评价、Ｍｅｔａ

年１２月３１日；（２）原始研究：检索ＤｙｎａＭｅｄ和ＵｐＴｏＤａｔｅ纳入英文原

分析、网状Ｍｅｔａ分析，检索时间为

始研究，检索ＣＢＭ、万方和ＣＮＫＩ纳入中文原始研究，检索时间均为

建库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２）检索

建库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并通过追溯指南参考文献和谷歌补充检索

证据评价Ｆ－
ｌ

ｌ

Ｉ初步形成推荐意见门
ｌ
；

Ｈ

Ｕｐｔｏｄａｔｅ、ＤｙｎａＭｅｄ、ＣＢＭ、万方和

针对初拟的推荐意见纳入支持证据，并采用ＡＭＳＴＡＲ

ＣＮＫＩ数据库，纳入原始研究（包括

对系统评价进行质量评价，采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偏倚风险

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病例对照

评价、ＱＵＡＤＡＳ等对相应原始研究进行质量评价

研究、病例系列、流行病学调查等），
检索时间为建库至２０１７年６月

ｌ，，，。。。。．．．．。，．—．，．…，，．。。．．．．．—。．。，．．．

１ｒ

ⅣⅨ丁匮ｅｍｍ，ｂ７口ｕ［硒Ｘ了寸’ＲＴＢ丁白Ｈ”

３０日；（３）检索策略：根据前期筛选

荟萃分析、系统评价、原始研究和标准类文章

的临床问题确定相应的检索策略。

经过３轮德尔菲法和２轮面对面专家共识会，对推荐意见

旧忐Ｉ一鞴罴罴黑
推荐意见的共识

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４１位专家）

进行解构，并根据解构的问题：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１

９分，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

组（５５６家医院的２ ９５４名医师）范
对临床问题和结局指标进行去重、分类和凝练．形成

ｌ

检索证据卜＿

７分；结局指标按其重要性分为１～

具体检索策略详见附录。
７．证据评价：证据评价与分级

小组使用评估系统评价的测量工具
（ＡＭＳＴＡＲ）”钊对纳入的系统评价、
Ｍｅｔａ分析、网状Ｍｅｔａ分析进行方法

注：Ｍｅｄｌｉｎｅ：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ＣＢＭ：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Ｄｙｎａｍｅｄ：
Ｄｙｎａｍｅｄ数据库；ＧＩＮ：国际指南协作网；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Ｕｐｔｏｄａｔｅ：ＵｐＴｏＤａｔｅｆ临床顾
问；ＮＩＣＥ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ＮＧＣ：美国国立指南文库；ＳＩＧＮ苏格兰校际指

学质量评价，使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偏倚风
险评价工具（针对随机对照试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英国医学期刊最佳临床实践ＡＧＲＥＥⅡ：ｆ临床指南研究与评估

验）‘３７ｌ、诊断准确性研究的质量评

系统１Ｉ；Ｅｍｂａｓｅ：荷兰医学文摘数据库；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考克兰图书馆；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ｎｉｋｏｓ：Ｅ数

价工具（ＱＵＡＤＡＳ－２）旧引、文献质量

据库；ＣＮＫＩ：中国知网；门Ｅ：肺血栓栓塞症；ＤＶＴ：深静脉血栓形成；ＡＭＳＴＡＲ：系统评价／

评价量表（ＮＯＳ）‘３９。对相应类型的

南协作网；ＢＭＪ

ｂｅｓｔ

Ｍｅｔａ分析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ＱＵＡＤＡＳ：诊断准确性研究的质量评价丁具

原始研究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使

图１本指南的整体技术路线

冲突。

用ＧＲＡＤＥ方法对证据体进行评价
和推荐意见进行分级。

５．临床问题遴选和确定：通过系统检索胛Ｅ、

８．推荐意见形成：专家小组基于证据评价与

ＤＶＴ和ＶＴＥ领域已经发表的指南和系统评价，

分级小组提供的胛Ｅ、ＤＶＴ、ＶＴＥ诊断、治疗和预防

第１轮收集了２１０个临床问题和２０个结局指标，对

疗效和安全性的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经过３轮德

其进行去重合并后，邀请临床医师对其进一步修改

尔菲法和２轮面对面专家小组会，对推荐意见达成

和补充，第２轮形成５９个临床问题和１０个结局

共识，针对２１个临床问题，最终形成６８项推荐

指标。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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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及探寻临床上所有可能的ＶＴＥ
共识专家组

成立指南指导委员会

危险因素。（５）增加了ＤＯＡＣｓ在

ｍ治疗和预防中的循证医学证据

证据评价组

和相关推荐意见。（６）明确推荐半量

招募并组建相关工作组
秘书组

指南注册与撰写计划书

溶栓方案［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
剂（ｎ—ＰＡ）５０ ｍｇ］用于急性阳Ｅ治

外审组

疗。无论是对高危ＰＴＥ，还是对于
国内外肺血栓栓塞症的指南

临床问题的

和系统评价检索评价

收集与评估

某些中危ＰＴＥ，基于中国人群的随
确定临床问
题和结局

击厚
甲
掣ｂ 纛难
临床医师补充修改完善问题

ｌ

ｉ竺竺堂登ｊ

１颃龃２钠艨卜巴
｛苎竺兰竺兰墨竺兰：竺Ｈ三竺

证据质量的ＧＲＡＤＥ分级卜———————叫

分为高、中、低、极低４个等级

机对照研究证据和目前的荟萃分
析，半量溶栓方案均具有很好的临
床疗效和安全性。（７）对特殊情况

下ＰＴＥ的临床处理提出指导性建
议。如妊娠、恶性肿瘤、活动性出
血、血小板减少、围手术期、右心血
栓等临床情况。（８）强调预防的重
要性，尤其是对某些既有血栓风险，
又有出血风险的患者，基于循证医

学结论和临床经验，提出专家推荐
意见。

推荐意见决策表的制作

里现证据质量及其他影响推荐意见的因素

推荐意见的共识

利用ＧＲＡＤＥ决策表完成２～３轮德尔菲法

本指南表述方式的特点：（１）指

南中将每条推荐意见单独列出，以
便读者迅速发现与阅读；（２）推荐意

指南的外审

将指南送交外审小组进行审核

指南的批准

上级单位进行审核、修订与批准

指南的发布

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发布

见后清楚标记ＧＲＡＤＥ分级符号，明
确区分推荐意见的方向与强度，并

应用“建议”或“推荐”字样，以便读
者进一步明确推荐级别；（３）清晰显
示主题、标题、推荐意见、推荐意见

指南的推广

通过专业期刊、网站、学术会议进行传播

指南实施、监测与评估

在若干医院对指南实施的效果进行监测

指南的更新

预计在３年左右时间对其进行更新

说明、相关证据汇总等格式，备注相
应的说明文字，以解释该条推荐意
见的理由；证据总结的目的是清楚

呈现支持该条推荐意见的主要证据
与来源；（４）相关证据汇总和部分参

注：ＧＲＡＤＥ：推荐分级评估、制定与评价；ＡＭＳＴＡＲ：系统评价／Ｍ。ｔ。分析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考文献以附录形式呈现。

９．指南更新：指南工作组计划

图２本指南推荐意见形成的技术路线

在３年左右时间对本指南进行更新。更新方法按照
本指南推荐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更新：

国际指南更新流程进行。

（１）首次将欧美指南的格式和表述方法与国人临床

１０．传播与实施：指南发布后，指南工作组将主

实际情况结合起来。（２）提出符合中国医师临床实

要通过以下方式对指南进行传播和推广：（１）在相

践的诊断流程：疑诊、确诊、求因、危险分层。（３）重

关学术期刊发表；同期编写指南精简版及详细解读

视ＤＶＴ的探寻在急性ＰＴＥ诊断和临床处理中的价

手册；（２）出版指南相对应的医师版、护士版和基层

值。对某些患者，一旦确诊ＤＶＴ，无论是否有条件

版，在相关学术会议中进行解读；（３）在国内不同区

进行ＰＴＥ的确诊，均可以按照Ｐ１’Ｅ进行处理。（４）

域、不同学科组织指南推广专场，确保临床医师充分

强调求因在ＰＴＥ临床处理中的价值。求因不仅是

了解并正确应用本指南；（４）通过微信、网络或其他

对ＤＶＴ的探寻，还包括对某些特定人群易栓症的筛

媒体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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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行病学

且３年后无ＣＴＥＰＨ病例发生；下肢静脉曲张、初始

ＰＴＥ和ＤＶＴ密切相关。大部分关于ｌＹｒＥ流行

发病时肺动脉收缩压升高、随访期间残余血栓可能

病学、危险因素和自然病史的现存数据来自于ＶＴＥ
的研究。

与ＣＴＥＰＨ发生相关ｐ…。
四、危险因素

１．发病率：全球范围内ｍ和ＤＶＴ均有很高发

任何可以导致静脉血流淤滞、血管内皮损伤和

病率㈣１。美国ＶＴＥ的发病率约为１．１７／１ ０００人年，

血液高凝状态的因素（Ｖｉｒｅｈｏｗ三要素）均为ＶＴＥ的

每年约有３５万例ＶＴＥ发生‘４１｜。在欧盟６个主要国

危险因素”５‘，包括遗传性和获得性２类。

家，症状性ＶＴＥ发生例数每年＞１００万，３４％患者表

１．遗传性因素：由遗传变异引起，常以反复发

现为突发致死性ＰＴＥ，５９％患者直到死亡仍未确诊，

生的动、静脉血栓形成为主要临床表现。＜５０岁的

只有７％患者在死亡之前明确诊断。４ ２Ｉ。随着年龄

患者如无明显诱因反复发生ＶＴＥ或呈家族性发病

增加，ＶＴＥ发病率增加，年龄＞４０岁者较年轻者风

倾向，需警惕易栓症的存在‘５

险增高，其风险大约每１０年增加１倍一引。

６。。

２．获得性因素：获得性危险因素是指后天获得

亚洲国家ＶＴＥ并不少见，部分国家尸检ＶＴＥ

的易发生ＶＴＥ的多种病理生理异常，多为暂时性或

发生率与西方国家相近ⅢＪ。以我国为例，近年来

可逆性的。如手术，创伤，急性内科疾病（如心力衰

ＶＴＥ诊断例数迅速增加，绝大部分医院诊断的ＶＴＥ

竭、呼吸衰竭、感染等）∞７Ｉ，某些慢性疾病（如抗磷脂

例数较２０年前有１０～３０倍的增长。来自国内６０家

综合征、肾病综合征、炎性肠病、骨髓增殖性疾病

大型医院的统计资料显示，住院患者中ＰＴＥ的比例

等）’５８；恶性肿瘤是ＶＴＥ重要的风险因素，但不同

从１９９７年的０．２６％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４５％０＿４｝。

类型肿瘤的ＶＴＥ风险不同，胰腺、颅脑、肺、卵巢及

２．病死率、复发率和ＣＴＥＰＨ发生率：ＰＴＥ的致
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新近国际注册登记研究显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被认为具有最高的ＶＴＥ风
险Ｌ５ ９Ｉ，恶性肿瘤活动期ＶＴＥ风险增加旧Ｊ。

示，其７ ｄ全因病死率为１．９％～２．９％，３０ ｄ全因病

ＶＴＥ与某些动脉性疾病，特别是动脉粥样硬化

死率为４．９％～６．６％Ｌ拍Ｊ。随访研究数据提示，ＶＴＥ

有共同的危险因素，如吸烟、肥胖、高胆固醇血症、高

全因病死率高峰期发生于初始治疗６个月内，随后

血压病和糖尿病等。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也能够增

呈明显下降趋势‘４ ７；。其中ＰｒｒＥ患者病死率显著＞

加ＶＴＥ的风险。６¨。获得性危险因素可以单独致

单纯ＤＶＴ患者。４８４９Ｉ。随着国内医师对ＰＴＥ认识和

病，也可同时存在，协同作用。年龄是独立的危险因

诊治水平的提高，我国急性ＦＩ＇Ｅ住院病死率逐年下

素，随着年龄的增长，ＶＴＥ的发病率逐渐增高’６

２Ｉ。

降，由１９９７年的２５．１％降至２００８年的８．７％ｌ ５０］。

部分ＶＴＥ患者经较完备的检测手段也不能明

最新的国人ＦＩ＇Ｅ注册登记研究初步结果显示：急性

确危险因素，称为特发性ＶＴＥ。部分特发性ＶＴＥ患

ＦＦＥ住院病死率呈进一步下降趋势。

者存在隐匿性恶性肿瘤，应注意筛查和随访‘６ ３Ｉ。

ＶＴＥ的复发多在治疗后的６～１２个月∞１｜。近

五、病理与病理生理

期数据显示，其６个月复发率约４．３％，１年复发率

ＰＴＥ栓子可以来源于下腔静脉路径、上腔静脉

约７．２％，１０年复发率约３５．４％。其中男性１０年累

路径或右心腔，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下肢深静脉。多

积复发率是女性１．３倍；恶性肿瘤人群复发率最高。

数情况下ＰＴＥ继发于ＤＶＴ，约７０％的ＦＦＥ患者可

国人近期研究发现急性ＰＴＥ随访过程中１年累积

在下肢发现ＤＶＴ；而在近端ＤＶＴ患者中，通常有

复发率为４．５％（９５％Ｃ１：２．９％～６．１％），２年累积

５０％的患者存在症状性或无症状ＰＴＥ。随着颈内静

复发率为７．３％（９５％ＣＩ：５．１％～９．５％），５年累积

脉、锁骨下静脉置管和静脉内化疗的增多，来源于上

复发率为１３．９％（９５％ＣＩ：１０．６％～１７．２％）ｐ“。

腔静脉路径的血栓亦较前有增多趋势懈ｏ；右心腔来

急性ＰＴＥ后的ＣＴＥＰＨ发生率为０．１％～９％，

源的血栓所占比例较小。ＰＴＥ血栓栓塞可以是单一

大多数发生于２４个月之内‘５¨。最新的一项荟萃分

部位的，也可以是多部位的。病理检查发现多部位

析纳入了１６篇文献，结果显示：ＣＴＥＰＨ总体发生率

或双侧性的血栓栓塞更为常见。影像学发现栓塞更

为２．３％，复发性ＶＴＥ及特发性ＰＴＥ与ＣＴＥＰＨ发

易发生于右侧和下肺叶。ＰＴＥ发生后，栓塞局部可

生明显相关【５３｜。国内一项研究对６１４例急性ＰＴＥ

能继发血栓形成，参与发病过程。

患者进行随访，结果显示急性ＦＦＥ后３年ＣＴＥＰＨ

１．ＰＶＲ增加和心功能不全：栓子阻塞肺动脉及

的累积发病率为１．７％（９５％ＣＩ：０．７％～２．７％），

其分支达一定程度（３０％～５０％）后，因机械阻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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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之神经体液因素（血栓素Ａ２和５一羟色胺的释

者无症状到重者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甚或猝死。

放）和低氧所引起的肺动脉收缩，导致ＰＶＲ增加，动

在明Ｅ的诊断过程中，要注意是否存在ＤＶＴ，特别

脉顺应性成比例下降∞５｜。ＰＶＲ的突然增加导致了

是下肢ＤＶＴ。急性胛Ｅ的临床表现见表４ Ｅ

７４一。

右心室后负荷增加，肺动脉压力升高ｍ钾ｌ。右心扩
大致室间隔左移，使左心室功能受损，因此，左－ｉ５室

表４急性肺血栓栓塞症的临床表现。７４

在舒张早期发生充盈受阻，导致心输出量的降低，进

症状

而可引起体循环低血压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旧蹦９Ｉ。

呼吸困难及气促

心输出量下降，主动脉内低血压和右心室压升高，使
冠状动脉灌注压下降，特别是右心室内膜下心肌处

（８０％～９０％）

晕厥（１ｌ％～２０％）

２．呼吸功能不全：ＰＴＥ的呼吸功能不全主要为

呼吸急促（５２％）
哮鸣音（５％一９％）；细湿哕音

胸膜炎性胸痛
（４０％～７０％）

于低灌注状态““。

体征

（１８％～５ｌ％）；血管杂音
发绀（１１％～３５％）
发热（２４％～４３％），多为低热，

烦躁不安、惊恐甚至濒死感

少数患者可有中度以上的

血流动力学障碍的结果。７１Ｉ。心输出量降低导致混

（１５％～５５％）

合静脉血氧饱和度下降。ＰＴＥ导致血管阻塞、栓塞

咳嗽（２０％～５６％）

颈静脉充盈或搏动（１２％一２０％）

咯血（１１％～３０％）

心动过速（２８％一４０％）

心悸（１０％～３２％）

血压变化，血压下降甚至休克

低血压和（或）休克

胸腔积液体征（２４％～３０％）

部位肺血流减少，肺泡死腔量增大；肺内血流重新分
布，而未阻塞血管灌注增加，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而致
低氧血症。部分患者（约１／３）因右心房压力增加，
而出现卵圆孑Ｌ再开放，产生右向左分流，可能导致严

ｆ ｌ％～５％）

发热（１１％１

肺动脉瓣区第二心音亢进（Ｐ２＞

猝死（＜ｌ％）

Ａ２）或分裂（２３％～４２％）
三尖瓣区收缩期杂音

重的低氧血症（同时增加矛盾性栓塞和猝死的风
险）。远端小栓子可能造成局部的出血性肺不张，
引起局部肺泡出血，表现为咯血，并可伴发胸膜炎和
胸腔积液，从而对气体交换产生影响。由于肺组织

二、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同时接受肺动脉、支气管动脉和肺泡内气体三重氧

（一）疑诊相关检查

供，故肺动脉阻塞时较少出现肺梗死。如存在基础

１．血浆Ｄ．二聚体：Ｄ．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在

心肺疾病或病情严重影响到肺组织的多重氧供，则

纤溶系统作用下产生的可溶性降解产物，为特异性

可能导致肺梗死。

继发性纤溶标志物。血栓形成时因血栓纤维蛋白溶

３．ＣＴＥＰＨ：部分急性ＰＴＥ经治疗后血栓不能完

解导致Ｄ－二聚体浓度升高。Ｄ一二聚体分子量的异

全溶解，血栓机化，肺动脉内膜发生慢性炎症并增

质性很大，基于不同原理的试验方法对Ｄ．二聚体检

厚，发展为慢性ＰＴＥ；此外，ＤＶＴ多次脱落反复栓塞

测的敏感性差异显著。因此，临床医师应了解本医

肺动脉亦为慢性ＰＴＥ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肺动脉

疗机构所使用Ｄ．二聚体检测方法的诊断效能。采

血栓机化同时伴随不同程度血管重构、原位血栓形

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酶联免疫荧光分析、高敏感度

成，导致管腔狭窄或闭塞，ＰＶＲ和肺动脉压力逐步

定量微粒凝集法和化学发光法等Ｄ一二聚体检测，敏

升高，形成肺动脉高压，称之为ＣＴＥＰＨ；多种影响因

感性高，其阴性结果在低、中度临床可能性患者中，

素如低氧血症、血管活性物质（包括内源性血管收

能有效排除急性ＶＴＥ。

缩因子和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可加重这一过程，右
一ｉ５后负荷进一步加重，最终可致右心衰竭一Ｌ７３。。
第二部分诊

断

Ｄ一二聚体对急性ＰＴＥ的诊断敏感度在９２％～
１００％，对于低度或中度临床可能性患者具有较高的
阴性预测价值，若Ｄ．二聚体含量＜５００¨∥Ｌ，可基
本排除急性ＦＦＥ。恶性肿瘤、炎症、出血、创伤、手术

急性ＰＴＥ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容易被漏诊

和坏死等情况可引起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升高，因此

和误诊。应根据临床可能性评估结果对疑诊患者进

Ｄ－二聚体对于诊断ＰＴＥ的阳性预测价值较低，不能

行检查，一旦确诊门Ｅ，应进一步探寻潜在的其他危

用于确诊。

险因素。

Ｄ－二聚体的诊断特异性随着年龄的升高而逐渐

一、急性ＩＹＩ＇Ｅ的临床表现

下降，以年龄调整临界值可以提高Ｄ．二聚体对老年

急性ＰＴＥ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均缺乏特异性，

患者的诊断特异性。证据显示，随年龄调整的Ｄ．二

容易被忽视或误诊，其严重程度亦有很大差别，从轻

聚体临界值［＞５０岁患者为年龄（岁）×１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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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特异度增加到３４％～４６％，敏感度＞９７％。

２．动脉血气分析：急性ＰＴＥ常表现为低氧血
症、低碳酸血症和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Ｐ㈨。，Ｏ：］

心动图可作为危险分层重要依据。在少数患者，若
超声发现右心系统（包括右心房、右心室及肺动脉）

血栓，同时临床表现符合ＰＴＥ，即可诊断胛Ｅ。

增大。但部分患者的结果可以正常，４０％ＰｒｒＦ患者

超声心动图检查可床旁进行，在血流动力学不

动脉血氧饱和度正常，２０％ＰＴＥ患者肺泡．动脉氧分

稳定的疑似ＰＴＥ中有诊断及排除诊断价值。如果

压差正常。

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无右心室负荷过重或功能不全

３．血浆肌钙蛋白：包括肌钙蛋白Ｉ（ｃＴＮＩ）及肌

征象，应寻找其他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原因。

钙蛋白Ｔ（ｃＴＮＴ），是评价心肌损伤的指标。急性

（二）确诊相关影像学检查

ＰＴＥ并发有心功能不全（ＲＶＤ）可引起肌钙蛋白升

ＰＴＥ的确诊检查包括ＣＴ肺动脉造影（ＣＴＰＡ）、

高，水平越高，提示心肌损伤程度越严重。目前认为

核素肺通气／灌注（Ｖ／Ｑ）显像、磁共振肺动脉造影

肌钙蛋白升高提示急性ＰＴＥ患者预后不良。

（ＭＲＰＡ）、肺动脉造影等，ＤＶＴ确诊影像学检查包括

４．脑钠肽（ＢＮＰ）和Ｎ一末端脑钠肽前体（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是心室肌细胞在心室

加压静脉超声（ＣＵＳ）、ＣＴ静脉造影（ＣＴＶ）、核素静

脉显像、静脉造影等。

扩张或压力负荷增加时合成和分泌的心源性激素，

１．ＣＴＰＡ：ＣＴＰＡ可直观地显示肺动脉内血栓形

急性ＰＴＥ患者右心室后负荷增加，室壁张力增高，

态、部位及血管堵塞程度，对ＰＴＥ诊断的敏感性和

血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升高，升高水平可反映

特异性均较高，且无创、便捷，目前已成为确诊ＰＴＥ

ＲＶＤ及血流动力学紊乱严重程度，无明确心脏基础

的首选检查方法７６一。其直接征象为肺动脉内充盈

疾病者如果ＢＮＰ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增高，需考虑明Ｅ可

缺损，部分或完全包围在不透光的血流之间（轨道

能；同时该指标也可用于评估急性ＰＴＥ的预后。

征），或呈完全充盈缺损，远端血管不显影；间接征

５．心电图：大多数病例表现有非特异性的心电

象包括肺野楔形、条带状密度增高影或盘状肺不张，

图异常。较为多见的表现包括Ｖ１～Ｖ４的Ｔ波改变

中心肺动脉扩张及远端血管分支减少或消失等。

和ＳＴ段异常；部分病例可出现Ｓ１ Ｑ珂ＴⅧ征（即Ｉ导

ＣＴＰＡ可同时显示肺及肺外的其他胸部病变，具有

Ｓ波加深，Ⅲ导出现Ｑ／ｑ波及Ｔ波倒置）；其他心电

重要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价值。

图改变包括完全或不完全右束支传导阻滞；肺型

２．Ｖ／Ｑ显像：Ｖ／Ｑ显像是ｗＥ重要的诊断方

Ｐ波；电轴右偏，顺钟向转位等。心电图改变多在发

法。典型征象是呈肺段分布的肺灌注缺损，并与通

病后即刻开始出现，以后随病程的发展演变而呈动

气显像不匹配＂７｜。但是由于许多疾病可以同时影

态变化。观察到心电图的动态改变较之静态异常对

响患者的肺通气和血流状况，致使Ｖ／Ｑ显像在结果

于提示ＶＦＥ具有更大意义。

判定上较为复杂，需密切结合临床进行判读。

心电图表现有助于预测急性ＰＴＥ不良预后，与

Ｖ／Ｑ平面显像结果分为３类：（１）高度可能：

不良预后相关的表现包括：窦性心动过速、新发的心

２个或２个以上肺段通气／灌注不匹配；（２）正常；

房颤动、新发的完全或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

（３）非诊断性异常：非肺段性灌注缺损或＜２个肺段

Ｓ

ＱⅢＴⅢ征、Ｖ１～Ｖ４导联Ｔ波倒置或ＳＴ段异常等。

范围的通气／灌注不匹配。Ｖ／Ｑ断层显像（ＳＰＥＣＴ）

６．胸部ｘ线片：ＰＴＥ患者胸部ｘ线片常有异常

发现１个或１个以上肺段Ｖ／Ｑ不匹配即为阳性；

表现：区域性肺血管纹理变细、稀疏或消失，肺野透

ＳＰＥＣＴ检查很少出现非诊断性异常；如果ＳＰＥＣＴ阴

亮度增加，肺野局部浸润性阴影，尖端指向肺门的楔

性可基本除外肺栓塞。

Ｉ

形阴影，肺不张或膨胀不全，右下肺动脉干增宽或伴

Ｖ／Ｑ显像辐射剂量低，示踪剂使用少，较少引

截断征，肺动脉段膨隆以及右心室扩大征，患侧横膈

起过敏反应。因此，Ｖ／Ｑ显像可优先应用于临床可

抬高，少至中量胸腔积液征等。但这些表现均缺乏

能性低的门诊患者、年轻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

特异性，仅凭胸部ｘ线片不能确诊或排除ＰＴＥ。

妊娠、对造影剂过敏、严重的肾功能不全等。

７．超声心动图：超声心动图在提示ＰＴＥ诊断和

如果患者胸部ｘ线片正常，可以仅行肺灌注显

排除其他心血管疾患方面有重要价值。超声心动图

像。ＳＰＥＣＴ结合胸部低剂量ＣＴ平扫（ＳＰＥＣＴ．ＣＴ）

检查可发现右心室后负荷过重征象，包括出现右心

可有效鉴别引起肺血流或通气受损的其他因素（如

室扩大、右心室游离壁运动减低，室间隔平直，三尖

肺部炎症、肺部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避免

瓣反流速度增快、三尖瓣收缩期位移减低门５Ｉ。超声

单纯肺灌注显像造成的误诊。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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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ＭＲＰＡ：ＭＲＰＡ可以直接显示肺动脉内的栓子

（四）求因相关检查

及ＰＴＥ所致的低灌注区，从而确诊ＰＩ＇Ｅ，但对肺段以

对于确诊的ＰＴＥ患者应进行求因相关检查，对

下水平的ＦｒｒＥ诊断价值有限ｌ ７８］。ＭＲＰＡ无ｘ线辐

于疑似遗传缺陷患者，应先做病史和家族史的初筛，

射，不使用含碘造影剂，可以任意方位成像，但对仪

主要评估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血栓发生年龄＜

器和技术要求高，检查时间长。肾功能严重受损、对

５０岁、少见的栓塞部位、特发性ＶＴＥ、妊娠相关

碘造影剂过敏或妊娠患者可考虑选择ＭＲＰＡ。

ＶＴＥ、口服避孕药相关ＶＴＥ以及华法林治疗相关的

４．肺动脉造影：选择性肺动脉造影为ＦＦＥ诊断
的“金标准”。其敏感度约为９８％，特异度为９５％～

血栓栓塞等；家族史包括（但不限于）：Ｉ＞２个父系或
母系的家族成员发生有（无）诱因的ＶＴＥ。

９８％。ＰＴＥ的直接征象有肺血管内造影剂充盈缺

１．抗凝蛋白：抗凝血酶、蛋白Ｃ和蛋白Ｓ是血

损，伴或不伴轨道征的血流阻断；间接征象有肺动脉

浆中重要的生理性抗凝血蛋白。抗凝血酶是凝血酶

造影剂流动缓慢，局部低灌注，静脉回流延迟等。如

（Ｆ ＩＩ ａ）的主要抑制物，此外还可中和其他多种活化

缺乏ＰＴＥ的直接征象，则不能诊断ＦＦＥ。肺动脉造

的凝血因子（如ＦＩＸａ、Ｘａ、ＸＩａ和ＸＵａ等）；蛋白Ｃ系

影是一种有创性检查，发生致命性或严重并发症的

统主要灭活ＦＶ ａ和ＦⅧａ，蛋白Ｓ是蛋白Ｃ的辅因

可能性分别为０．１％和１．５％，随着ＣＴＰＡ的发展和

子，可加速活化的蛋白Ｃ对ＦＶ ａ和ＦⅧａ的灭活作

完善，肺动脉造影已很少用于急性ＰＴＥ的临床诊

用；抗凝蛋白缺陷患者易在合并其他风险因素或无

断，应严格掌握适应证”。

明显诱因的情况下发生ＶＴＥ。

（三）ＤＶＴ相关影像学检查

抗凝药物可干扰抗凝蛋白检测的结果。抗凝血

１．ＣＵＳ：ＣＵＳ通过直接观察血栓、探头压迫观

酶是普通肝素（ＵＦＨ）、低相对分子质量肝素（简称

察或挤压远侧肢体试验和多普勒血流探测等技术，

低分子量肝素，ＬＭＷＨ）和磺达肝癸钠等药物的作用

可发现９５％以上的近端下肢静脉内血栓。静脉不

靶点，此类药物的使用可短暂影响抗凝血酶活性水

能被压陷或静脉腔内无血流信号为ＤＶＴ的特定征

平。蛋白ｃ和蛋白ｓ是依赖维生素Ｋ合成的抗凝

象和诊断依据。对腓静脉和无症状的下肢ＤＶＴ，其

血蛋白，在维生素Ｋ拮抗剂（ＶＫＡｓ）用药期间蛋白Ｃ

检查阳性率较低。ＣＵＳ具有无创及可重复性，基本

和蛋白Ｓ水平降低。因此，建议在使用上述药物期

已取代静脉造影成为ＤＶＴ首选的诊断技术。

间不应测定抗凝蛋白，以避免药物对测定结果的干

２．ＣＴＶ：ＣＴＶ可显示静脉内充盈缺损，部分或

扰，其中抗凝血酶活性检测需在停用肝素类药物至

完全包围在不透光的血流之间（轨道征），或呈完全

少２４ ｈ后进行；蛋白Ｃ和蛋白Ｓ活性检测在停

充盈缺损。ＣＴＰＡ联合ＣＴＶ可同时完成，仅需注射

ＶＫＡｓ至少２～４周后进行，并通过检测凝血酶原时

１次造影剂，为胛Ｅ及ＤＶＴ的诊断尤其是盆腔及髂

间或国际标准化比值（ＩＮＲ）以评估患者ＶＫＡｓ停药

静脉血栓的诊断提供依据。ＣＴＰＡ联合ＣＴＶ检查可

后的残留抗凝效果。

提高ＣＴ对ＰＴＥ诊断的敏感性，但同时进行ＣＴＰＡ
和ＣＴＶ检查的放射剂量明显增多，需权衡利弊。

２．抗磷脂综合征相关检测：抗磷脂综合征实验
室检查应包括狼疮抗凝物、抗心磷脂抗体和抗Ｂ：糖

３．放射性核素下肢静脉显像：放射性核素下肢

蛋白１抗体。临床上需要对以下患者进行抗磷脂综

静脉显像适用于对碘造影剂过敏的患者，属无创性

合征相关检测：＜５０岁的无明显诱因的ＶＴＥ和无法

ＤＶＴ检查方法，常与Ｖ／Ｑ显像联合进行。

解释的动脉血栓栓塞、少见部位发生血栓形成、习惯

４．磁共振静脉造影（ＭＲＶ）：ＭＲＰＡ联合ＭＲＶ

性流产、血栓形成或病理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

检查，可以提高ＭＲＩ对阿Ｅ诊断的敏感性，但同时

（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免疫相关性

进行ＭＲＰＡ和ＭＲＶ检查，增加了技术难度，仅推荐

血小板减少症和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部分患

在技术成熟的研究中心进行。

者可见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延长。其他

５．静脉造影：静脉造影为诊断ＤＶＴ的“金标

抗体检查包括，抗核抗体、抗可溶性核抗原抗体和其

准”，可显示静脉堵塞的部位、范围、程度，同时可显

他自身抗体等，主要用于排除其他结缔组织病。如

示侧支循环和静脉功能状态，其诊断的敏感度和特

果初次狼疮抗凝物、抗心磷脂抗体和ｐ：糖蛋白１抗

异度接近１００％。在临床高度疑诊ＤＶＴ而超声检查

体检测阳性，建议３个月之后再次复查。

不能确诊时，应考虑行静脉造影。其属于有创性检
查，应严格掌握其适应证。

万方数据

３．易栓症相关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是否有助于
遗传性易栓症的筛查和诊断尚存争议，近年来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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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相关基因外显子潜在突变位点的检测，也需建

基本检查，可以初步疑诊ＰＴＥ或排除其他疾病；（３）

立在先期遗传背景调查和蛋白缺陷表型检测的基础

宜尽快常规行Ｄ．二聚体检测，据以做出排除诊断；

上，作为临床诊断的辅助依据。

（４）超声检查可以迅速得到结果并可在床旁进行，

三、危险分层综合评估

虽一般不能作为确诊方法，但对于提示胛Ｅ诊断和

町Ｅ危险分层主要基于患者血流动力学状态、

排除其他疾病具有重要价值，宜列为疑诊町Ｅ时的

心肌损伤标志物及右心室功能等指标进行综合评

一项优先检查项目；若同时发现下肢ＤＶＴ的证据则

估，以便于医师对门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准确

更增加了诊断的可能性。

评价，从而采取更加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血流动力

根据临床情况进行临床可能性评估可以提高疑

学不稳定的ＰｒｒＥ为高危；血流动力学稳定的ＰＴＥ，

诊胛Ｅ的准确性。目前已经研发出多种明确的临

可根据是否合并ＲＶＤ和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异常将

床预测评分，最常用的包括简化Ｗｅｌｌｓ评分、修订版

ＰＴＥ患者分为中危和低危。

Ｇｅｎｅｖａ评分量表等‘８¨（表５）。

１．高危ＰＴＥ：以休克和低血压为主要表现，即
体循环收缩压＜９０ ｍｍＨｇ（１

表５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或较基础值下降幅度≥ｄ０ ｍｍＨｇ，持续１５

简化Ｗｅｌ｜ｓ评分

ｒａｉｎ以

上。须除外新发生的心律失常、低血容量或感染中
毒症所致的血压下降。

２．中危胛Ｅ：血流动力学稳定，但存在ＲＶＤ的
影像学证据和（或）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升高为中危

ＰＴＥ临床可能性评分表：８
计分

ＰＴＥ或ＤＶＴ病史

１

４周内制动或手术
活动性肿瘤

修订版Ｇｅｎｅｖａ评分８

计分

ＰｒｒＥ或ＤＶＴ病史

１

１

１个月内手术或骨折

１

ｌ

活动性肿瘤

１

心率（次／ｍｉｎ）

心率（次／ｍｉｎ）

≥１００

ｌ

７５—９４

１

≥９５

２

组。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可将中危ＰＴＥ再分层。中

咯血

１

高危：ＲＶＤ和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升高同时存在；中

ＤＶＴ症状或体征

１

咯血

ｌ

低危：单纯存在ＲＶＤ或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升高。

其他鉴别诊断的可能

Ｉ

单侧下肢疼痛

１

下肢深静脉触痛及单侧

ｌ

性低于ＰＴＥ

ＲＶＤ的诊断标准：影像学证据包括超声心动图
或ｃＴ提示ＲＶＤ，超声检查符合下述表现：（１）右心

临床可能性
低度可能０～ｌ

年龄＞６５岁

室扩张（右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

高度可能

临床可能性

下肢水肿

≥２

低度可能０～２

径＞１．０或０．９）；（２）右心室游离壁运动幅度减低；

高度可能

（３）三尖瓣反流速度增快；（４）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
减低（＜１７ ｍｍ）。ＣＴＰＡ检查符合以下条件：四腔心
层面发现的右心室扩张（右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

１

／＞３

注：盯Ｅ：肺血栓栓塞症；ＤＶＴ：深静脉血栓形成；８：修订版
Ｇｅｎｅｖａ评分三分类法：０～１分为低度可能，２～４分为中度可能，≥
５分为高度可能

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１．０或０．９）。
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包括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肌钙

蛋白。其升高与胛Ｅ短期预后显著相关ｌ ７９铷ｊ。
３．低危ＰＴＥ：血流动力学稳定，不存在ＲＶＤ和
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升高的ＰＴＥ。

目前急性ＰＴＥ的诊断与处理主要基于疑诊、确
诊、求因、危险分层的策略。
（一）疑诊

【推荐意见】

国外指南推荐将ＰＴＥ严重程度指数（ＰＥＳＩ）或

１．推荐基于临床经验或应用临床可能性评分

其简化版本（ｓＰＥＳＩ）作为划分中危和低危的标准，

（简化的Ｗｅｌｌｓ评分、修订的Ｇｅｎｅｖａ评分量表）对急

此分型标准主要用于评估患者的预后，决定患者是

性ｗＥ进行疑诊的临床评估【ｌＡ】。

否早期出院，临床可参考应用。
四、诊断策略

２．推荐临床评估联合Ｄ一二聚体检测进一步筛

查急性胛Ｅ【１Ａ】。

对存在危险因素，特别是并存多个危险因素的

３．临床评估低度可能的患者，如Ｄ．二聚体检测

病例，需有较强的诊断意识，需注意：（１）临床症状、

阴性，可基本除外急性ＰｒｒＥ，如Ｄ．二聚体检测阳性，

体征，特别是在高度町疑病例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

建议行确诊检查【１Ａ】。

困难、胸痛、咯血、晕厥或休克，或伴有单侧或双侧不
对称性下肢肿胀、疼痛等，对诊断具有重要的提示意
义；（２）结合心电图、胸部ｘ线片、动脉血气分析等

万方数据

４．临床评估高度可能的患者，建议直接行确诊

检查【ｌＡ】。
【推荐意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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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Ｄ．二聚体检测结果的诊断价值时应该考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虑年龄因素的影响，Ｄ一二聚体的正常阈值应该根据
年龄进行修正。８２Ｉ。对临床评估高度可能的患者，Ｄ一
二聚体检测阴性的可能性比较低，无论Ｄ．二聚体检
测结果如何，基于临床经验和临床研究结果，应进行
确诊检查。
（二）确诊

【推荐意见】

叮

拳

尹严ｑ刊

纠餮；骈

右心室超负荷

１．疑诊ＰＴＥ的患者，推荐根据是否合并血流动

力学障碍采取不同的诊断策略【１Ｃ】。
２．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ＰＴＥ疑诊患者：如条件
允许，建议完善ＣＴＰＡ检查以明确诊断或排除ＰＴＥ

注：ＣＴＰＡ：ＣＴ肺动脉造影
图３高危肺血栓栓塞症诊断流程

【２Ｃ】。如无条件或不适合行ＣＴＰＡ检查，建议行床
旁超声心动图检查，如发现右心室负荷增加和（或）

血流动力学稳定

发现肺动脉或右心腔内血栓证据，在排除其他疾病
疑诊非高危

可能性后，建议按照明Ｅ进行治疗【２Ｃ】；建议行肢
体ＣＵＳ，如发现ＤＶＴ的证据，则ＶＴＥ诊断成立，并

可启动治疗【２Ｃ】；在临床情况稳定后行相关检查明
确诊断【２Ｃ】。
３．血流动力学稳定的ＰＴＥ疑诊患者：推荐将

ＣＴＰＡ作为首选的确诊检查手段【１Ｂ】；如果存在
ＣＴＰＡ检查相对禁忌（如造影剂过敏、肾功能不全、

临床经验决策／临床可能性评估

啐Ｄ丑塑ＣＴＰＡ融
胜ｂ瓜器矿
中低度可能Ｉ高度可能

－二聚体卜．———．叶

相对禁忌３

ｌ 孬赢矗菁

ｈ

治疗

Ｉ

妊娠等），建议选择其他影像学确诊检查，包括Ｖ／Ｑ

显像、ＭＲＰＡ［２Ｂ】。
【推荐意见说明】
对于疑诊ｗＥ的患者需要根据血流动力学情

注：ＣＴＰＡ：ＣＴ肺动脉造影；Ｖ／Ｑ：肺通影灌注；
８：碘剂过敏、肾功能不全、孕妇
图４非高危肺血栓栓塞症诊断流程

况，采取不同的诊断策略（图３，４）。
ＣＴＰＡ能够清晰显示肺动脉内栓子的形态、范
围，判断栓子新鲜程度，测量肺动脉及心腔径线，评
估心功能状态；结合肺窗还可观察肺内病变，评价合
并症及并发症。但受ＣＴ空间分辨率影响，ＣＴＰＡ对
于亚段以下肺动脉栓子的评估价值受到一定限制。
ＭＲＰＡ因为空间分辨率较低、技术要求高及紧

疾病，如恶性肿瘤、抗磷脂综合征、炎性肠病、肾病综

合征等【２Ｃ】。
３．年龄相对较轻（如年龄＜５０岁）且无可逆诱

发因素的急性ＰＴＥ患者，建议行易栓症筛查［２Ｃ】。
４．家族性ＶＴＥ，且没有确切可逆诱发因素的急

性ｌａＴＥ患者，建议进行易栓症筛查【２Ｃ】。

急情况下不适宜应用等缺点，在急性ＰＴＥ诊断中不

【推荐意见说明】

作为一线诊断方法。

求因对于确定ＶＴＥ的治疗策略和疗程至关重

肺动脉造影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诊断ＦＴＥ的金

要。在急性ＰＴＥ的求因过程中，需要探寻任何可以

标准，由于其有创性，更多应用于指导经皮导管内介

导致静脉血流淤滞、血管内皮损伤和血液高凝状态

入治疗或经导管溶栓治疗。

的因素，包括遗传性和获得性２类旧３。，具体见表６。

（三）求因

即使充分评估，部分患者仍然找不到危险因素，

【推荐意见】

通常称为特发性ＶＴＥ。对这部分患者，应该进行密

１．急性ＰＴＥ患者，推荐积极寻找相关的危险因

切随访，需要注意潜在的恶性肿瘤、风湿免疫性疾

素，尤其是某些可逆的危险因素（如手术、创伤、骨

折、急性内科疾病等）【２Ｃ】。
２．不存在可逆诱发因素的患者，注意探寻潜在

万方数据

病、骨髓增殖性疾病等［５９，８４－８５］。
对儿童和青少年，应注意寻找潜在的抗磷脂综
合征、炎性肠病、肾病综合征等；对育龄期女性，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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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静脉血栓栓塞症常见危险因素。８３

意长期口服避孕药和雌激素药物相关病史、８…。

（四）危险分层
【推荐意见】
１．建议对确诊的急性ＰＴＥ患者进行危险分层
以指导治疗。首先根据血流动力学状态区分其危险

成。每项赋值１分，ｓＰＥＳＩ≥１分者３０ ｄ全因死亡率
明显升高。ｓＰＥＳＩ≥１分归为中危，ｓＰＥＳＩ＝０分归为
低危，若ｓＰＥＳＩ＝０分但伴有ＲＶＤ和（或）心脏生物
学标志物升高，则９－５为中危。

程度，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定义为高危，血流动力学

第三部分治

疗

稳定者定义为非高危【２Ｃ】。
２．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急性ｗＥ，建议根据是否
存在ＲＶＤ和（或）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升高将其区分

为中危和低危【２Ｂ】。
【推荐意见说明】
本指南推荐的危险分层方法见表７旧…。国际
指南也有以ＰＥＳＩ或ｓＰＥＳＩ评分作为评估病情
严重程度的标准。８。。ｓＰＥＳＩ评分：由年龄＞８０岁、恶
性肿瘤、慢性心肺疾病、心率≥１１０次／ｍｉｎ、收缩压＜
１

００ｍｍＨｇ、动脉血氧饱和度＜９０％等６项指标构
表７肺血栓栓塞症危险分层四１

一、一般支持治疗

对高度疑诊或确诊急性ｗＥ的患者，应严密监
测呼吸、心率、血压、心电图及血气的变化，并给予积
极的呼吸与循环支持。

对于高危ＰＴＥ，如合并低氧血症，应使用经鼻导
管或面罩吸氧；当合并呼吸衰竭时，可采用经鼻／面
罩无创机械通气或经气管插管行机械通气；当进行
机械通气时，应注意避免其对血流动力学的不利影
响，机械通气造成的胸腔内正压可以减少静脉回流、
加重ＲＶＤ，应该采用低潮气量（６～８ ｍｌ／ｋｇ）使吸气
末平台压＜３０ ｃｍＨ，０（１

ｃｍＨ：Ｏ＝０．０９８

ｋＰａ）；应尽

量避免做气管切开，以免在抗凝或溶栓过程中发生
局部大出血。

对于合并休克或低血压的急性ＰＴＥ患者，必须
进行血流动力学监测，并予支持治疗。血管活性药
物的应用对于维持有效的血流动力学至关重要。去
注：４：右心功能不全（ＲＶＤ）的诊断标准：影像学证据包括超声
心动图或ｃＴ提示ＲＶＤ，超声检查符合下述表现：（１）右心室扩张

甲肾上腺素仅限于急性ＰＴＥ合并低血压的患者，可
以改善右心功能，提高体循环血压，改善右心冠脉的

（右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ｌ ｏ或０．９）；（２）右

灌注Ｉ ８７］。肾上腺素也可用于急性Ｐ１１Ｅ合并休克患

心室游离壁运动幅度减低；（３）三尖瓣反流速度增快；（４）三尖瓣环

者。多巴酚丁胺以及多巴胺可用于心指数较低的急

收缩期位移减低（＜１７ ｍｍ）。ＣＴＰＡ检查符合以下条件也可诊断

性ＰＴＥ患者。

ＲＶＤ：四腔心层面发现的右心室扩张（右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心室
舒张末期内径＞１．０或０．９）。６：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包括心肌损伤标
志物（心脏肌钙蛋白Ｔ或Ｉ）和心衰标志物（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影
像学和实验室指标两者之一阳性

万方数据

对于焦虑和有惊恐症状的患者应予安慰，可适
当应用镇静剂；胸痛者可予止痛剂；对于有发热、咳
嗽等症状的患者可予对症治疗以尽量降低耗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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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应尽快控制血压；另外应注

恢复正常（通常至少达１５０

Ｘ

１０９个／Ｌ）。

对于出现ｌｉｌＴ伴血栓形成的患者，推荐应用非

意保持大便通畅，避免用力，以防止血栓脱落。

【推荐意见】

肝素类抗凝药，如阿加曲班和比伐卢定。合并肾功

对于急性ＰＴＥ，若血流动力学稳定，在充分抗凝

能不全的患者，建议应用阿加曲班。病情稳定后

的基础上，建议尽早下床活动【２Ｃ】。

（如血小板计数恢复至１５０×１０９个／Ｌ以上）时，可

【推荐意见说明】

转为华法林或利伐沙班。

对于近端ＤＶＴ与高危ＰＴＥ，考虑其血栓脱落及

２．ＬＭＷＨ：ＬＭＷＨ必须根据体质量给药。不同

再次加重风险，建议在充分抗凝治疗之后尽早下床

种类的ＬＭＷＨ的剂量不同，１～２次／ｄ，皮下注射。

活动；对于远端ＤＶＴ与低危ＰｒＥ，建议尽早下床

我国用于ＰＴＥ治疗的ＬＭＷＨ种类见表９。大多数

活动㈣。

病例按体质量给药是有效的，但对过度肥胖者或孕

二、抗凝治疗

妇宜监测血浆抗Ｘａ因子活性并据之调整剂量。

（一）急性期抗凝治疗

抗Ｘａ因子活性在注射ＬＭＷＨ后４ ｈ达高峰，

抗凝治疗为订Ｅ的基础治疗手段，可以有效地

在下次注射之前降至最低。２次／ｄ应用的控制目标

防止血栓再形成和复发，同时促进机体自身纤溶机

范围为０．６～１．０ Ｕ／ｍｌ。应用ＬＭＷＨ的疗程＞７

制溶解已形成的血栓。一旦明确急性胛Ｅ，宜尽早

时，应注意监测血小板计数。

启动抗凝治疗。目前应用的抗凝药物主要分为胃肠
外抗凝药物和口服抗凝药物。

ＬＭＷＨ由肾脏清除，对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若应用则需减量并监测血浆抗Ｘ ａ因子活性。对严

胃肠外抗凝药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１．ＵＦＨ：ＵＦＨ首选静脉给药，先给予２
５ ０００

ｄ

Ｕ或按８０ Ｕ／ｋｇ静注，继之以１８

重肾功能衰竭者（肌酐清除率＜３０ ｍｌ／ｍｉｎ），建议应
０００～

Ｕ·ｋｇ‘。·

ｈ‘１持续静脉泵入。在开始治疗后的最初的２４ ｈ内

用静脉ＵＦＨ。对于大剂量应用ＵＦＨ但ＡＰＴＦ仍不

能达标者，推荐测定抗Ｘ ａ因子水平以指导剂量
调整。

每４～６小时监测ＡＰ，ｒｒ，根据Ａｍ调整剂量、１。（表

３．磺达肝癸钠：为选择性Ｘ ａ因子抑制剂，通过

８），使ＡＰＴＴ在２４ ｈ之内达到并维持于正常值的

与抗凝血酶特异性结合，介导对Ｘ ａ因子的抑制作

１．５～２．５倍。达到稳定治疗水平后，改为ＡⅢ１监

用。磺达肝癸钠应根据体质量给药，１次／ｄ皮下注

测１次／ｄ。ＵＦＨ也可采用皮下注射方式给药。一

射，无需监测。应用方法见表９∽Ｊ。对于中度肾功

般先予静注负荷量２

Ｕ／

能不全（肌酐清除率３０—５０ ｍｌ／ｍｉｎ）患者，剂量应

ｈ。调节注射剂量使Ａ肿在

该减半。对于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

ｋｇ皮下注射，１；ｙ．／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Ｕ，然后按２５０

注射后的６～８ ｈ达到治疗水平。

３０

ＵＦＨ可能会引起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

ｍｌ／ｍｉｎ）患者禁用磺达肝癸钠。目前没有证据表

明磺达肝癸钠可以诱发ＨＩＴ。

（ＨＩＴ）。对于ＨＩＴ高风险患者，建议在应用ＵＦＨ的

初始抗凝治疗通常指前５～１４ ｄ的抗凝治疗。

ｄ

与ＵＦＨ相比，ＬＭＷＨ和磺达肝癸钠发生大出血或者

行血小板计数检测。如果血小板计数下降＞基础值

ＨＩＴ的风险较低，所以首选用于ＰＴＥ患者的初始抗

的５０％，和（或）出现动静脉血栓的征象，应停用

凝治疗’８９。９１。ＵＦＨ半衰期较短，抗凝易于监测，且

ＵＦＨ，并改用非肝素类抗凝药。对于高度可疑或确

鱼精蛋白可以快速逆转其作用，因此对于需要进行

诊的ＨＩＴ患者，不推荐应用ＶＫＡ，除非血小板计数

再灌注治疗、有严重肾功能损害（肌酐清除率＜

第４～１４天内（或直至停用ＵＦＨ），至少每隔２～３

表８静脉泵入ＵＦＨ时ＡＰｒＩＴｌｌ的监测与药物调整

注：ＵＦＨ：普通肝素；ＡＰｌＴｒ：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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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ｍＬ／ｍｉｎ）、严重肥胖的患者，推荐应用ＵＦＨ。

冰冻血浆均可起到快速逆转抗凝的作用。
２．ＤＯＡＣｓ：ＤＯＡＣｓ是指这类药物并非依赖于其

表９常用ＬＷＭＨ和磺达肝癸钠的使用‘８

他蛋白，而是直接抑制某一靶点产生抗凝作用，目前
的ＤＯＡＣｓ主要包括直接Ｘ ａ因子抑制剂与直接ＩＩ ａ

因子抑制剂。直接Ｘａ因子抑制剂的代表药物是利
伐沙班、阿哌沙班和依度沙班等。直接凝血酶抑制
剂的代表药物是达比加群酯；ＤＯＡＣｓ的具体用法详
见表１０‘训。
如果选用利伐沙班或阿哌沙班，在使用初期需

给予负荷剂量（利伐沙班１５ ｍｇ，２次／ｄ，３周；阿哌
沙班１０

ｍｇ，２

ｊ：Ｙ，／ｄ，１周）；如果选择达比加群或者

依度沙班，应先给予胃肠外抗凝药物５—１４

ｄ。

由于目前国内尚缺乏ＤＯＡＣｓ特异性拮抗剂，因

注：ＬＷＭＨ：低相对分子质量肝素，简称低分子量肝素

此患者一旦发生出血事件，应立即停药，可考虑给予

４．阿加曲班：为精氨酸衍生的小分子肽，与凝血

凝血酶原复合物、新鲜冰冻血浆等。

酶活性部位结合发挥抗凝作用，在肝脏代谢，药物清
表１０

除受肝功能影响明显，可应用于ＨＩＴ或怀疑ＨＩＴ的

直接口服抗凝药物的特点及其在肺血栓

栓塞症中的用法川

患者。用法：２“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泵人，监测

ＡＰＴＦ维持在１．５～３．０倍基线值（≤１００ Ｓ），酌情调
整用量（≤１０ ｔｘｇ·ｋｇ～·ｍｉｎ“）。

５．比伐卢定：为一种直接凝血酶抑制剂，其有效
抗凝成分为水蛭素衍生物片段，通过直接并特异性
抑制凝血酶活性而发挥抗凝作用，作用短暂（半衰
期２５～３０ ｍｉｎ）而可逆，可应用于ＨＩＴ或怀疑ＨＩＴ
的患者。用法：肌酐清除率＞６０ ｍＬ／ｍｉｎ，起始剂量
为０．１５～０．２ ｍｇ·ｋｇ～·ｈ～，监测ＡＰｒｒ维持在
１．５～２．５倍基线值，肌酐清除率在３０～６０

ｍｌｆｍｉｎ

与＜３０ ｍＥ／ｒａｉｎ时，起始剂量分别为０．１与
０．０５ ｍｇ·ｋｇ～·ｈ～。

接受抗凝治疗的患者，目前尚无恰当的方法评
估出血风险。表１ １中危险因素可能增加抗凝治疗
患者的出血风险‘７｜。

口服抗凝药物主要包括以下２种：
表ｌｌ抗凝治疗的出血高危因素‘７

１．华法林：胃肠外初始抗凝（包括ＵＦＨ、ＬＭＷＨ
或磺达肝癸钠等）治疗启动后，应根据临床情况及

患者自身因素

合并症或并发症

治疗相关因素

时转换为口服抗凝药物。最常用是华法林，华法林

年龄＞７５岁

恶性肿瘤

抗血小板治疗中

初始剂量可为３．０～５．０ ｍｇ，＞７５岁和出血高危患

既往出血史

转移性肿瘤

抗凝药物控制不佳

既往卒中史

肾功能不全

非甾体抗炎药物使用

近期手术史

肝功能不全

２周检测１次ＩＮＲ，推荐ＩＮＲ维持在２．０～３．０（目标

频繁跌倒

血小板减少

值为２．５），稳定后可每４～１２周检测１次。

嗜酒

糖尿病

者应从２．５～３．０ ｍｇ起始，ＩＮＲ达标之后可以每１～

贫血

对于口服华法林的患者，如果ＩＮＲ在４．５～
１０．０，无出血征象，应将药物减量，不建议常规应用
维生素Ｋ；如果ＩＮＲ＞１０，无出血征象，除将药物暂

【推荐意见】

停使用外，可以口服维生素Ｋ；一旦发生出血事件，

１．临床高度可疑急性ＰＴＥ，在等待诊断结果过

应立即停用华法林，并根据出血的严重程度，可立即

程中，建议开始应用胃肠外抗凝治疗（ＵＦＨ、ＬＭＷＨ、

给予维生素Ｋ治疗，５—１０ ｍｇ／次，建议静脉应用。

磺达肝癸钠等）【２Ｃ】。
２．一旦确诊急性阳Ｅ，如果没有抗凝禁忌，推

除维生素Ｋ外，联合凝血酶原复合物浓缩物或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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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尽早启动抗凝治疗【ＩＣ】。
３．急性ＦＦＥ，初始抗凝推荐选用ＬＭＷＨ、ＵＦＨ、

磺达肝癸钠、负荷量的利伐沙班或阿哌沙班【２Ｂ】。

以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抗凝治疗【２Ｂ】。
【推荐意见说明】
延展期抗凝治疗的药物通常与初始抗凝药物一

４．急性ＰＴＥ，若选择华法林长期抗凝，推荐在

致，也可根据临床实际情况作出适当调整。常用的

应用胃肠外抗凝药物２４ ｈ内重叠华法林，调节ＩＮＲ

延展期抗凝药物有华法林、ＬＭＷＨ，ＤＯＡＣｓ（利伐沙

目标值为２．０～３．０，达标后停用胃肠外抗凝【１Ｂ】。

班、达比加群、阿哌沙班等）。

５．急性ＦＦＥ，若选用利伐沙班或阿哌沙班，在

此外，在延展期治疗过程中，如果患者拒绝抗凝

使用初期需给予负荷剂量；若选择达比加群或者依

治疗或无法耐受抗凝药物，尤其是既往有冠心病史，

度沙班，应先给予胃肠外抗凝药物至少５ ｄ【１Ｂ】。

并且曾因冠心病应用抗血小板治疗的患者，可考虑

【推荐意见说明】
不推荐常规药物基因组检测指导华法林的剂量

给予阿司匹林口服进行ＶＴＥ二级预防。
三、偶然发现或亚段ＰＴＥ的处理

调节一２。。对于疑诊急性门Ｅ者，若无出血风险，在

偶然发现的ＰＴＥ指因其他原因（而不是疑诊

等待明确诊断过程中应给予胃肠外抗凝，包括静脉

盯Ｅ）行影像学检查时发现的胛Ｅ，常见于恶性肿瘤

泵入ＵＦＨ、皮下注射ＬＭＷＨ或磺达肝癸钠等。

住院患者等’９４。。偶然发现的ＰｒｒＥ大多无明显症状，

对于急性高危ＰＴＥ患者，首选ＵＦＨ进行初始
抗凝治疗，以便于及时转换到溶栓治疗。

但也有个别患者存在相关临床症状。
亚段ＰＴＥ指发生在亚段肺动脉的血栓栓塞，可

（二）抗凝疗程

以有症状或无症状。对于亚段ＰＴＥ，如果不合并近

抗凝治疗的标准疗程为至少３个月‘６’８。部分

端ＤＶＴ，且无血栓进展危险因素或ＶＴＥ复发风险，

患者在３个月的抗凝治疗后，血栓危险因素持续存

可选择临床观察。

在，为降低其复发率，需要继续进行抗凝治疗，通常

目前对于偶然发现的或亚段ＰＴＥ患者是否应

将３个月以后的抗凝治疗称为延展期抗凝治疗一剖。

进行抗凝治疗尚存争议归５－９８］，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偶

急性ｆｙｒＥ是否要进行延展期抗凝治疗，需充分

然发现的／亚段门Ｅ若合并肿瘤或其他ＶＴＥ复发或

考虑延长抗凝疗程的获益／风险比，如特发性ＶＴＥ、

进展的危险因素，则应该进行抗凝治疗。

复发性ＶＴＥ、相关危险因素持续存在、活动期肿瘤、

【推荐意见】

存在残余血栓及Ｄ．二聚体水平持续升高等，ＶＴＥ复

１．无症状偶然发现的ＰＴＥ，若存在ＶＴＥ进展危

发风险进一步增加，延展期抗凝对于预防ＶＴＥ复发

险因素或复发风险，建议给予至少３个月抗凝治疗，

具有重要意义’邺ｊ。

推荐应用与急性阳Ｅ相同的方案【２Ｃ】。

延长抗凝疗程会带来出血的风险。出血危险因

２．亚段ｗＥ，若存在相关临床症状，建议给予

素包括高龄、近期出血、肿瘤、肝肾功能不全、血小板

至少３个月的抗凝治疗，推荐应用与急性ＰＴＥ相同

减少、贫血等（表１ １），具备２个以上（含）上述危险

的方案【２Ｃ】。

因素者，出血风险会进一步增加。需要在出血和复

３．亚段ＰＴＥ（无症状且无下肢近端ＤＶＴ），若

发之间寻求风险与获益的最佳平衡点，如果复发风

ＶＴＥ复发风险低，建议临床观察；若ＶＴＥ复发风险

险显著超过出血风险，则需延长抗凝治疗时间。

高，建议给予至少３个月的抗凝治疗，推荐应用与急

【推荐意见】

１．有明确可逆性危险因素的急性门Ｅ，在３个
月抗凝治疗后，如危险因素去除，建议停用抗凝治疗

【２Ｂ】。
２．危险因素持续存在的ＰＴＥ，在３个月抗凝治

疗后，建议继续抗凝治疗【２Ｃ】。

性ＰＴＥ相同的方案【２Ｃ】。
【推荐意见说明】
ＶＴＥ进展或复发的危险因素包括：住院、制动、
活动期肿瘤（尤其是出现转移或化疗阶段）、持续存
在的ＶＴＥ相关危险因素、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释的心
肺功能下降或有显著的症状。

３，特发性ＰｒｒＥ治疗３个月后，如果仍未发现确

亚段ＰＴＥ常出现假阳性，应注意避免误诊。当

切危险因素，同时出血风险较低，推荐延长抗凝治疗

存在以下临床特征，提示亚段明Ｅ的诊断成立：（Ｉ）

时间，甚至终生抗凝【１Ｃ】。

ＣＴＰＡ显示栓塞肺动脉远端未显影；（２）多个亚段存

４．特发性ＰＴＥ治疗３个月后，如出血风险高，

在充盈缺损；（３）累及更近端的亚段肺动脉；（４）多

建议根据临床情况，动态评估血栓复发与出血风险，

项影像学检查发现缺损；（５）缺损与周围形成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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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并未附着于肺动脉壁；（６）多次显影均有缺

前宜留置外周静脉套管针，以方便溶栓中取血监测，

损；（７）存在相应临床症状；（８）临床初筛胛Ｅ高度

避免反复穿刺血管。

可能；（９）不能解释的Ｄ一二聚体水平升高等。

溶栓治疗的禁忌证分为绝对禁忌证和相对禁忌

四、复发性ＰＴＥ或ＤＶＴ的抗凝治疗

证：７ ３（表１２）。对于致命性高危门Ｅ，绝对禁忌证亦

急性ＰＴＥ或ＤＶＴ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如果出

应被视为相对禁忌证。

现新的ＤＶＴ或血栓栓塞证据，称之为复发。
表１２溶栓禁忌证－７

复发的诊断标准：抗凝治疗过程中或停止抗凝

绝对禁忌证

后，通过影像学检查（包括静脉超声、ＣＴＶ、ＣＴＰＡ、Ｖ／

相对禁忌证

结构性颅内疾病

收缩压＞１８０

ｍｍＨｇ

出血性脑卒中病史

舒张压＞１１０

ｍｍＨｇ

３个月内缺血性脑卒中

近期非颅内出血

血栓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延展，可诊断ＶＴＥ复发。复

活动性出血

近期侵入性操作

发的患者可伴有或不伴有ＶＴＥ相关的症状。

近期脑或脊髓手术

近期手术

近期头部骨折性外伤或头部损伤

３个月以上缺血性脑卒中

Ｑ显像、ＭＲＰＡ、肺动脉造影、超声心动图等）在原先

无栓塞的深静脉或肺动脉检测到新的血栓，或发现

抗凝过程中ＶＴＥ复发的原因可分为２大类：

出ＩＩＩＬ倾向（自发性出血）

口服抗凝治疗（如华法林）

（１）患者内在因素，如合并恶性肿瘤、抗磷脂综合

创伤性心肺复苏

征、遗传性易栓症等；（２）治疗相关的因素，如抗凝

心包炎或心包积液

药物剂量不足、未遵循医嘱用药、擅自减量或停药、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妊娠

同时口服影响抗凝药物效果的其他药物等。

年龄＞７５岁

【推荐意见】
１．抗凝治疗期间，出现ＶＴＥ复发，建议首先积
极寻找复发原因【２Ｃ】。
２．使用口服抗凝药物治疗过程中，出现ＶＴＥ

复发，建议暂时转换为ＬＭＷＨ治疗【２Ｃ】。
３．接受长期ＬＭＷＨ抗凝治疗过程中，出现

ＶＴＥ复发，建议增加ＬＭＷＨ的剂量【２Ｃ】。

常用的溶栓药物有尿激酶、链激酶和ｒｔ—ＰＡ。三

者溶栓效果相仿，临床上可根据条件选用，具体用法
见表１３［１’１００１。ｒｔ．ＰＡ可能对血栓有更快的溶解作用，
低剂量溶栓（５０

ｍｇ

ｒｔ－ＰＡ）与ＦＤＡ推荐剂量（１００

ｍｇ

ｎ．ＰＡ）相比疗效相似，而安全性更好‘１００】。

【推荐意见说明】
表１３溶栓药物使用方法＾㈣

在抗凝治疗期间出现复发，应首先注意是否存
在抗凝治疗不规范的情况，如抗凝方案不正确、药物

药物

剂量不足等，若为此原因，进行规范化抗凝治疗。排

链激酶

（１）负荷量２５万ｕ，静脉注射３０ ｍｉｎ，继以１０万Ｕ／ｈ持
续静脉滴注１２～２４ ｈ；（２）快速给药：１５０万ｕ持续
静脉滴注２ ｈ

尿激酶

（１）负荷量４ ４００ Ｕ／ｋｇ，静脉注射１０ ｒａｉｎ，继以２ ２００ Ｕ·
ｋｇ～·ｈ。持续静脉滴注１２ ｈ；（２）快速给药：２万
Ｕ／ｋｇ持续静脉滴注２ ｈ

除以上因素后，当出现不能解释的复发性ＶＴＥ时，

方案

应评估患者是否存在潜在的疾病‘６．８ｊ。
在规范抗凝治疗过程中出现ＰＴＥ或ＤＶＴ复发，
应考虑将口服ＶＫＡ转换为ＬＭＷＨ抗凝治疗，或将
原来应用ＬＭＷＨ的抗凝治疗的剂量适当增大（增加

ｒｔ—ＰＡ

５０

ｍｇ持续静脉滴注２

ｈ

注：ｒｔ—ＰＡ：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１／４～１／３剂量），同时积极寻找复发的可能原因并
进行干预‘７黟。

溶栓治疗结束后，应每２～４小时测定１次

五、急性ＰＴＥ的溶栓治疗

ＡＰＴｒ，当其水平＜正常值的２倍，即应重新开始规

溶栓治疗可迅速溶解部分或全部血栓，恢复肺

范的抗凝治疗。考虑到溶栓相关的出血风险，溶栓

组织再灌注，减小肺动脉阻力，降低肺动脉压，改善

治疗结束后，可先应用ＵＦＨ抗凝，然后再切换到

右心室功能，减少严重ＶＴＥ患者病死率和复发率。

ＬＭＷＨ、磺达肝癸钠或利伐沙班等，更为安全。

溶栓的时间窗一般定为１４ ｄ以内，但鉴于可能
存在血栓的动态形成过程，对溶栓的时间窗不作严
格规定。
溶栓治疗的主要并发症为出血。用药前应充分
评估出血风险，必要时应配血，做好输血准备。溶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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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１．急性高危ＰＴＥ，如无溶栓禁忌，推荐溶栓治

疗【１Ｂ】。急性非高危ｗＥ患者，不推荐常规溶栓治
疗【１Ｃ】。
２．急性中高危ＰＴＥ，建议先给予抗凝治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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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一旦出现临床恶化，且无溶栓禁

七、急性ＦＦＥ的手术治疗

忌，建议给予溶栓治疗【２Ｂ】。

肺动脉血栓切除术可作为全身溶栓的替代补救

３．急性ＦＦＥ应用溶栓药物，建议ｒｔ—ＰＡ

５０ ｍｇ、

措施，适用于经积极内科或介人治疗无效的急性高

尿激酶２万Ｕ／ｋｇ或重组链激酶１５０万Ｕ，２ ｈ持续

危ＰＴＥ，医疗单位须有施行手术的条件与经

静脉滴注【２Ｂ】。

验：１

４，急性高危ＰＴＥ，溶栓治疗前如需初始抗凝治

疗，推荐首选ＵＦＨ【２Ｃ】。

０５‘１ ０
６Ｉ。

【推荐意见】
急性高危ＦＩＩＥ，若有肺动脉主干或主要分支血

【推荐意见说明】

栓，如存在溶栓禁忌、溶栓治疗或介入治疗失败、其

临床恶化的标准：在治疗和观察过程中出现低

他内科治疗无效，在具备外科专业技术和条件的情

血压、休克；或尚未进展至低血压、休克，但出现心肺

况下，可考虑行肺动脉血栓切除术【２Ｃ】。

功能恶化，如症状加重、生命体征恶化、组织缺氧、严

【推荐意见说明】

重低氧血症、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升高等。

对于顽固性低氧，循环不稳定的高危ＰＴＥ，内科

急性ＦＦＥ患者溶栓治疗后，如效果不佳或出现
临床恶化，可考虑适当追加溶栓药物剂量。
对于急性高危ＰＴＥ如果存在溶栓禁忌证，如条
件允许，建议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
六、急性ＰＴＥ的介入治疗

急性ＰＴＥ介入治疗的目的是清除阻塞肺动脉

或介入治疗效果不佳，准备手术之前，可尝试用体外

膜肺氧合（ＥＣＭＯ）以加强生命支持。ＥＣＭＯ对高危
ＰＴＥ患者来说是一项有效的治疗措施１１０７ Ｊ。但
ＥＣＭＯ治疗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第四部分特殊情况下ＰＴＥ的诊断与处理

的栓子，以利于恢复右心功能并改善症状和生存率。

一、妊娠合并ＰＴＥ的诊断与处理

介入治疗包括：经导管碎解和抽吸血栓，或同时进行

由于激素水平变化及子宫增大导致的下腔静脉

局部小剂量溶栓。介入治疗的并发症包括远端栓

压迫，孕产妇易发生ＤＶＴ，下肢血栓脱落可并发急

塞、肺动脉穿孑Ｌ、肺出血、心包填塞、心脏传导阻滞或

性ＦＦＥ，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心动过缓、溶血、肾功能不全以及穿刺相关并发症。

１．诊断：在妊娠合并ＰＴＥ的诊断过程中，要注

对于有抗凝禁忌的急性ＰＴＥ患者，为防止下肢

重对胎儿和孕妇的保护，应重视Ｄ．二聚体和下肢静

深静脉大块血栓再次脱落阻塞肺动脉，可考虑放置

脉超声的价值。妊娠期Ｄ．二聚体水平可出现生理

下腔静脉滤器，建议应用可回收滤器，通常在２周之

性升高，单纯Ｄ．二聚体升高不具有诊断价值，但阴

内取出。一般不考虑永久应用下腔静脉滤器¨０１。。

性具有除外诊断价值¨０８二。下肢静脉超声检查在妊

【推荐意见】

娠期ＤＶＴ和阳Ｅ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一旦超声

１．急性高危”Ｅ或伴临床恶化的中危ＰＴＥ，若

发现ＤＶＴ，结合临床表现，即可按照ＶＴＥ进行处理，

有肺动脉主干或主要分支血栓，并存在高出血风险

无需进行肺Ｖ／Ｑ显像或ＣＴＰＡ检查。１驯。

或溶栓禁忌，或经溶栓或积极的内科治疗无效，在具

妊娠合并急性ＰＴＥ的患者在选择影像检查时，

备介入专业技术和条件的情况下，可行经皮导管介

需要考虑射线暴露对胎儿及孕妇的影响。如临床必

入治疗【２Ｃ】。

须行放射性检查，需与患者和家属说明放射线带来

２．低危盯Ｅ不建议导管介入治疗【２Ｃ】。

的损害，尽量将胎儿或胚胎所受的照射剂量降至最

３．已接受抗凝治疗的急性ＤＶＴ或ＰＴＥ，不推荐

低水平，并对性腺、乳腺和甲状腺等辐射敏感器官提

放置下腔静脉滤器【１Ｂ】。
【推荐意见说明】

供必要的屏蔽，尽可能减少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
２．治疗：妊娠期间需要充分考虑抗凝药物对孕

经皮导管介入治疗最常用于出血风险高的高危

妇及胎儿的影响。初始抗凝治疗首选皮下注射

或中危ＰＴＥ患者，应在有经验的中心进行，可以在

ＬＭＷＨ，并根据体质量调节剂量。分娩１２ ｈ前停用

经皮导管介入治疗同时辅以肺动脉内溶栓治

ＬＭＷＨ。妊娠期间不建议使用华法林。该药在妊娠

疗【１０２。…。对于系统性溶栓出血风险高的患者，如

期间可能会导致胎儿中枢神经系统异常。妊娠早期

果有导管直接溶栓的设备和人员，导管直接溶栓优

有致畸风险，妊娠晚期可导致胎儿或新生儿出血以

于系统性溶栓，导管溶栓时溶栓剂量可以进一步减

及胎盘早剥ｏｍｊ。磺达肝癸钠、ＤＯＡＣｓ在妊娠合并

低，从而降低出血风险。

阴Ｅ的治疗中缺乏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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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合并急性胛Ｅ，抗凝疗程至少３个月，因华

发风险，而出血风险并不增加［１１３。１４。。另外，在恶性

法林不经过乳汁代谢，产后可给予ＬＭＷＨ重叠华法

肿瘤的活动期，化疗等其他相关药物的应用，影响了

林治疗，ＩＮＲ达标后（２．０～３．０），停用ＬＭＷＨ，单独

华法林疗效和胃肠道吸收，磺达肝癸钠和ＤＯＡＣｓ在

使用华法林。产后抗凝治疗至少维持６周，总疗程

恶性肿瘤合并阴Ｅ治疗中的证据仍十分有限¨１５ Ｊ。

不少于３个月。
鉴于出血风险和对胎儿的影响，妊娠合并ＰＴＥ

溶栓治疗应极其慎重。
【推荐意见】
１．妊娠期疑诊急性ＦＦＥ：（１）建议进行Ｄ．二聚

在ＬＭＷＨ抗凝３～６个月结束后，是否需要继

续抗凝治疗应遵循个体化原则，综合考虑恶性肿瘤
治疗的效果、ＶＴＥ复发风险、出血风险、预期生存时
间和患者意愿，定期进行后续抗凝治疗的风险收益
比的评估。

体检测，若阴性可基本除外急性ＰＴＥ［２Ｃ】；（２）建议

【推荐意见】

行下肢ＣＵＳ检查，一旦确诊ＤＶＴ，即可按照ＶＴＥ进

１．恶性肿瘤患者疑诊急性ＰＴＥ，Ｄ一二聚体检测

行处理【２Ｃ】；（３）如下肢ＣＵＳ检查阴性，临床仍高
度怀疑ＰＴＥ，建议行肺Ｖ／Ｑ显像【２ｃ】。
２．妊娠合并急性ＰｒＥ治疗：（１）妊娠期间抗凝

阴性具有除外诊断价值【２Ｂ】。
２．活动期恶性肿瘤合并ＰＴＥ，建议给予ＬＭＷＨ

抗凝治疗至少３～６个月【２Ｂ】。

药物首选ＬＭＷＨ【１Ｂ】，产后建议切换为华法林

３．活动期恶性肿瘤合并ＰＴＥ，在抗凝治疗３个

【２Ｂ】；（２）溶栓治疗仅限于危及生命的高危阳Ｅ

月后，若出血风险不高，推荐延长抗凝时间，甚至终

【２Ｃ】。

生抗凝【１Ｃ】。
【推荐意见说明】

【推荐意见说明】
对于疑诊急性ｌａＴＥ的妊娠妇女，需要平衡潜在
的致死性风险和放射暴露带来的损伤。肺Ｖ／Ｑ显

临床上肿瘤栓塞与血栓栓塞症状相似，应注意
鉴别。

像和ＣＴＰＡ对胎儿的放射暴露为１～２ ｍＳｖ，但ＣＴＰＡ

恶性肿瘤合并Ｐ１［１Ｅ，急性期抗凝治疗结束后，需

对孕妇乳腺组织的放射暴露高达１０～７０ ｍＳｖ，为肺

权衡血栓复发风险和出血风险，评估是否需要长期

Ｖ／Ｑ显像的３５倍，会增加孕妇的乳腺癌风险。此

甚至终生抗凝，后续长期治疗方案包括继续应用

外，ＣＴＰＡ检查所需要的碘造影剂可以诱发胎儿甲

ＬＭＷＨ、转换为华法林、ＤＯＡＣｓ或停止抗凝治疗。

状腺功能减低，所以诊断妊娠合并ＰＴＥ优先选择肺

三、ＰＴＥ合并活动性出血

Ｖ／Ｑ显像¨“ｏ。

ＰＴＥ合并活动性出血是临床实践中经常遇到的

二、恶性肿瘤合并ＰＴＥ

问题，出血的严重程度与抗凝决策密切相关；在有效

恶性肿瘤患者发生ＰＴＥ风险显著升高，与肿瘤

控制活动性出血的同时，应平衡相关治疗措施的临

部位、类型、分期等因素密切相关，肿瘤相关治疗，如

床获益与风险，寻找启动抗凝治疗的合适时机。基

化疗、放疗、手术等会进一步增加ＰＴＥ的风险。

于出血的严重程度将活动性出血分为：大出血、临床

１．诊断：在恶性肿瘤患者中，原发病的表现可

相关性非大出血及小出血０１１６ ３（表１４）。

能会掩盖ＰＴＥ相关的症状，容易漏诊和误诊。恶性

【推荐意见】

肿瘤患者Ｄ．二聚体水平可显著升高，但Ｄ．二聚体阴

１．急性ＰＴＥ合并活动性出血，建议评估出血严

性在恶性肿瘤患者中具有重要的除外诊断价值。如
果在临床上出现用原发病不能解释的临床表现应进

重程度，并采取不同处理策略【２Ｃ】。
２．活动性出血评估为小出血，建议在抗栓治疗

一步检查以明确诊断，如ＣＴＰＡ或肺Ｖ／Ｑ显像等。

同时积极进行局部处理【２Ｃ】。

部分恶性肿瘤患者在影像学筛查（尤其是增强ＣＴ）

３．如活动性出血为大出血或临床相关非大出

中发现的肺动脉充盈缺损属于偶然发现的ＰＴＥ。恶

血，建议暂停抗凝治疗，并积极寻找出血原因，同时

性肿瘤合并偶然发现的ＦＦＥ应采取与症状性ＦＦＥ

对出血原因进行治疗【２Ｃ】。
【推荐意见说明】

相同的处理策略∞＇¨２｜。
２．治疗：恶性肿瘤合并ＰｒｒＥ，在急性期应选择

活动性出血是抗凝治疗的禁忌。对于ｌＹｒＥ合

ＬＭＷＨ抗凝３～６个月。该策略主要是基于早期临

并大出血、临床相关非大出血首先应停止抗凝治疗，

床研究的结果，研究发现与肝素重叠应用华法林相

针对出血原因进行相关治疗，为抗凝治疗创造条件。

比，应用ＬＭＷＨ抗凝３～６个月，显著降低ＶＴＥ复

小出血对于全身影响较小，比如牙龈出血等，如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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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活动性出血分类及定义。１”
活动性出血

具体表现

女出『ｆＩｉ
“…～

（１）致死性出血；（２）某些重要部位或器官的出血，如颅内、脊柱内、腹膜后、关节内、心包等，及因出血引起的骨筋

临床相关非大出血

（１）自发性皮肤出血面积＞２５ ｅｍ２；（２）自发性鼻出血时间＞５ ｍｉｎ；（３）持续２４ ｈ肉眼血尿；（４）便血（厕纸可见出
血点）；（５）牙龈出血时间＞５ ｍｉｎ；（６）因出血住院治疗；（７）出血需要输血但少于２个单位；（８）观察者认为影
响临床治疗

小出血

其他类型的出血

膜室综合征；（３）出血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或）在２４～４８ ｈ内引起血红蛋白水平下降２０∥Ｌ以上，或需
要输至少２个单位全血或红细胞；（４）手术部位出血需要再次进行切开，关节镜或血管内介人等，或关节腔内
出血致活动或伤口恢复推迟，使住院时间延长或伤口加深

过局部治疗起到止血作用，可暂时不停用抗凝治疗，

取床旁检查。一旦病情平稳，应积极考虑确诊检查，

如局部处理无效，仍应权衡对全身的影响、抗凝治疗

如ＣＴＰＡ等。
是否需要进行桥接抗凝治疗应根据患者出血与

的必要性，制定治疗方案。

四、围手术期门Ｅ

血栓风险的评估０１１７］（表１５）。对于高度ＶＴＥ风险

围手术期ＰＴＥ发生风险显著增加。一旦疑诊

且无大出血风险者应考虑桥接抗凝。相反，低度

Ｐ１’Ｅ，应尽快进行临床评估；如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ＶＴＥ风险者不应给予桥接抗凝［１１８‘１２ ０Ｉ。而中度ＶＴＥ

尽量采取床旁检查，如心脏彩超或双下肢静脉超声；

风险者需根据出血和血栓栓塞进行个体化考

一旦病情平稳，可以考虑确诊检查，如ＣＴＰＡ或Ｖ／Ｑ

虑‘１０８’１２１］。低出血风险手术，如小的口腔手术、皮肤

显像等。外科手术早期出现急性高危ＶｒＥ，抗凝治

科操作及白内障手术等，无需中断抗凝治疗。

疗出血风险高，溶栓治疗应慎重，必要时可以考虑介
表１５

入治疗。
对于正在进行抗凝治疗的ＰＴＥ患者，若需要行
外科手术，应评估中断抗凝治疗后ＶＴＥ复发风险与
手术相关的出血风险，选择是否需要应用ＬＭＷＨ或

危险分级

内容

高危

（１）３个月内的ＶＴＥ事件；（２）严重的血栓形成倾向；
（３）特发性ＶＴＥ；（４）活动性肿瘤

中危

（１）３—１２个月内的ＶＴＥ事件；（２）轻度的血栓形成
倾向；（３）复发性ＶＴＥ

低危

（１）１２个月前的ＶＴＥ事件；（２）无相关危险因素

ＵＦＨ桥接治疗。

【推荐意见】
１．围手术期并发急性高危ＰＴＥ：（１）若发生在

同手术期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分级…７

手术１周内，不建议溶栓治疗，必要时考虑介入治疗

五、ＰＴＥ合并右心血栓

【２Ｃ】；（２）若发生在手术１周后，若出血风险较低，

ＰｒｒＥ合并右心血栓虽不常见，处理却相对复杂。

建议考虑溶栓治疗【２Ｃ】。

国际注册登记研究显示，２．６％～１８．０％的症状性

２．对于正在进行抗凝治疗的ＰＴＥ患者，如需外

门Ｅ患者可合并右心血栓，心腔内的血栓可进一步

科手术：（１）如使用华法林，且存在ＶＴＥ复发高风

加重ＰＴＥ，甚至经卵圆孑Ｌ或其他心内分流通路进入

险，无大出血风险，建议在术前５ ｄ停用华法林并进

左心及体循环，发生矛盾性栓塞。合并右心血栓的

行桥接抗凝【２Ｃ】。（２）如接受胃肠外抗凝（ＵＦＨ或

ＰＴＥ患者早期病死率显著增加。

ＬＭＷＨ）或桥接抗凝治疗：如使用ＵＦＨ，建议在手术

１．危险因素：右心血栓既可由ＤＶＴ脱落而来，

前４～６ ｈ停用【２Ｃ】。如使用ＬＭＷＨ，建议在手术

随血流到达右心房或右心室，也可以是右心腔内原

前大约２４ ｈ停用，术后２４ ｈ重新启用【２Ｃ】。如进

位形成的血栓。原位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常包括：

行高出血风险手术，建议在术后４８～７２ ｈ重新启用

（１）起搏器置人、人工瓣膜置换术后、中心静脉置管

【２Ｃ】。（３）如使用ＤＯＡＣｓ抗凝：需要在术前暂时中

等介入操作因素；（２）右心房或右心室疾病导致的

断ＤＯＡＣｓ治疗的患者，不建议进行桥接治疗【２Ｃ】。

心腔内或瓣膜结构或功能改变；（３）右心先天性结

建议根据肾功能、药物半衰期、出血风险停用及重新

构异常如希阿里网、欧式瓣等。

启用ＤＯＡＣｓ［２Ｂ】。

２．诊断：右心血栓通常缺乏相应的症状和体

【推荐意见说明】

征，超声心动图是诊断和评价心腔内血栓的理想工

一旦疑诊ＰＴＥ，建议积极完善检查，评估ＰＴＥ

具，少数患者也可经食道超声、ＣＴＰＡ发现。超声心

可能性；如果病情不平稳，转运检查应慎重，尽量采

动图可以评价血栓的部位、大小、形态、活动度、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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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等，对病情判断和制定治疗策略有重要价值。

接触肝素后２４ ｈ内出现，一般发生在应用肝素后的

右心血栓可分为３型：（１）Ａ型为游离型漂浮

第５一１４天内，也可发生在应用肝素后１００ ｄ内。

血栓，常与危重ＰｒｌｌＥ合并存在。一般认为是从深静

对于没有肝素接触史的血小板减少患者，ＨＩＴ的诊

脉脱落而来的血栓，移行至右心，该型血栓不稳定，

断需要进行４Ｔｓ评分及抗体检测’１２２ｊ。抗体检测包

易进一步发生ＰＴＥ。（２）Ｂ型为附壁型血栓，可以是

心腔内原位形成，也可为ＤＶＴ脱落而来，血栓与心

括混合抗体（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检测和ＩｇＧ特异性抗体
检测，前者特异性较低，仅可用于排除诊断；后者特

腔附着，脱落风险相对较小。（３）Ｃ型少见，为与心

异性高，在设定合理临界值的基础上，结合４Ｔｓ评分

腔部分附着的活动性血栓，有潜在脱落并堵塞右心

可实现诊断。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开展ＩｇＧ特异性抗

房或右心室流出道的风险。对于疑诊存在右心血栓

体检测，以验证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合理性。

者，处理前尚需鉴别心脏肿瘤，如黏液瘤等¨２ ２｜。

３．治疗：右心血栓的治疗方法包括抗凝治疗、
溶栓治疗及手术治疗，各种治疗方法均有成功的病

【推荐意见】
１．对于合并血小板减少的ＦＩｌＥ患者，建议积极

筛查血小板减少的病因【２Ｃ】。

例报道，但尚缺乏统一的认识。同ＰＴＥ的治疗一

２．若有肝素接触史，４Ｔｓ评分是评估ＨＩＴ临床

样，抗凝治疗是基础。溶栓药物包括ｒｔ—ＰＡ、尿激酶、

可能性的有效工具【１Ｃ】：（１）４Ｔｓ评分为低度临床

链激酶等。１２３ ｏ。右心漂浮的大血栓，如发生高危

可能性，需寻找其他导致血小板减少的原因【２Ｃ】。

ＰＴＥ风险大，可选择手术取栓。

（２）４Ｔｓ评分为中度及高度临床可能性，推荐检测

【推荐意见】

ＨＩＴ抗体。ＨＩＴ混合抗体或ＩｇＧ特异性抗体阴性，

１．建议首选超声心动图进行诊断并评估右心

可除外ＨＩＴ【１Ｂ】。（３）４Ｔｓ评分为中度及高度临床

血栓的风险，同时鉴别非血栓性疾病【２Ｃ】。
２．右心血栓，建议抗凝治疗至少３个月，并定

期复查心脏超声，评估血栓变化和疾病风险【２ｃ】。

可能性，ＩｇＧ特异性抗体阳性可确诊ＨＩＴ【１Ｃ】。
３．若诊断ＨＩＴ：（１）建议停用ＵＦＨ或ＬＭＷＨ

【１Ａ】，更换为阿加曲班或比伐卢定【ｌＢ】。（２）ＨＩＴ

３．体积较大的右心新鲜血栓，建议ＵＦＨ抗凝

早期不推荐应用华法林行初始治疗。当血小板恢复

治疗，如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严密监测下，建议

至１５０×１０９个／Ｌ以上时，可启用小剂量华法林。

行溶栓治疗【２Ｃ】。

胃肠外非肝素抗凝药与华法林重叠至少５ ｄ，直至达

４．在有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建议外科取栓治疗
适用于：体积较大的Ａ型血栓；体积较大的Ｃ型血
栓，并具有潜在堵塞右心房或右心室流出道的风险；

骑跨于卵圆孔的右心血栓等【２Ｃ】。
【推荐意见说明】
目前有关右心血栓的处理主要为病例报道，尚
缺乏循证医学研究，上述推荐均基于专家意见。
对于右心血栓，建议根据血栓的部位、大小、形
态、活动度、性质以及是否存在心内分流等特点评估
疾病加重风险，同时鉴别非血栓性疾病。

到目标ＩＮＲ【１Ｃ】。
４．ＨＩＴ不伴血栓形成，建议抗凝治疗至少４周；

ＨＩＴ伴血栓形成，建议抗凝治疗至少３个月【２Ｂ】。
【推荐意见说明】
ＨＩＴ诊断主要基于临床和实验室检查，临床可
表现为无症状的血小板计数减少和（或）广泛的致
死性血栓栓塞事件，血栓可表现为静脉血栓和（或）
动脉血栓。４Ｔｓ评分系统０１２４］（表１６）对重症患者特
异性较低，需寻找其他导致血小板减少的原因。
对于确诊或高度怀疑ＨＩＴ患者，不建议输注血

六、血小板减少合并ＰＴＥ

小板。在ＨＩＴ急性期应用华法林可能加重血栓形

在急性ＰＴＥ抗凝治疗过程中，经常会面临血小

成，导致肢体坏疽和皮肤坏死，因此不推荐在急性期

板减少的情况。临床上需询问患者既往是否有血小

（血小板计数＜１５０

板减少病史，并鉴别以下疾病：（１）假性血小板减

疗。磺达肝癸钠致ＨＩＴ的风险相对较低，可作为阿

少：如血液稀释或脾功能亢进时血小板在脾脏内潴

加曲班或比伐卢定的替代选择¨２５’１２…。

留等；（２）血小板生成减少：血液系统疾病，病毒感
染，放化疗抑制骨髓增生，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
（３）血小板破坏增加：药物导致血小板破坏增加，抗
心磷脂综合征、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
如果有肝素应用史，应警惕ＨＩＴ，ＨＩＴ最早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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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个／Ｌ）应用华法林抗凝治

第五部分ＣＴＥＰＨ

ＣＴＥＰＨ是以肺动脉血栓机化、肺血管重构致血
管狭窄或闭塞，肺动脉压力进行性升高，最终导致右
心功能衰竭为特征的一类疾病，是急性Ｐ１’Ｅ的一种

主堡医皇苤查！！！！生！旦！！旦筮！！鲞箜！！塑盟！！！塑蚓』堡坐塑：垒世！！！，垫！！：！！！：！！：堕！：！兰
表１６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疑诊患者的４Ｔｓ评分系统”４

注：将每组所得的分数相加，其预测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发生的可能性：６～８分，高度可能；４—５分，中度可能；Ｏ～３分，低度可能

远期并发症，属于肺动脉高压的第４大类，也是可能

有经验的中心也可通过ＣＴＰＡ评估手术治疗的可行

治愈的一类肺动脉高压。

性。由于ＣＴＰＡ对于段以下为主的栓塞性病变敏感

一、ＣＴＥＰＨ的诊断

性较差，阴性不能完全排除ＣＴＥＰＨ诊断。１２９ Ｊ。

ＣＴＥＰＨ最常见的症状是活动后呼吸困难，呈进

３．右心导管和肺动脉造影检查：对于准确评估

行性加重，运动耐量下降，其他症状包括咯血、晕厥

ＣＴＥＰＨ栓塞程度、监测血流动力学指标和治疗方案

等。随着病情进展，可出现肺动脉高压和右心衰竭

选择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肺动脉造影检查，可确

征象，如１：３唇发绀、颈静脉怒张、Ｐ２亢进、下肢水肿，

定慢性血栓栓塞是否存在，明确栓塞部位及栓塞程

甚至出现胸腔和腹腔积液等。

度。肺动脉造影可以显示血栓机化和再通，包括肺

ＣＴＥＰＨ的诊断标准为：经过３个月以上规范抗

动脉狭窄或分支闭塞、血管壁不规则、管腔内网状充

凝治疗后，影像学证实存在慢性血栓，右心导管检查

盈缺损、肺动脉近端扩张与造影剂滞留并远端狭窄

平均肺动脉压（ｍＰＡＰ）≥２５ ｍｍＨｇ，且除外其他病

等。右心导管检查可明确肺循环血流动力学情况，

变，如血管炎、肺动脉肉瘤等。

包括测定肺血管压力、心排血量，计算ＰＶＲ、房室做

对于临床疑诊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肺动脉高

功等指标。

压的患者，可经过进一步检查可明确ＣＴＥＰＨ的诊

总体而言，肺Ｖ／Ｑ显像通常作为ＣＴＥＰＨ诊断

断，主要包括肺Ｖ／Ｑ显像、ＣＴＰＡ、ＭＲＰＡ、右心导管

的首选筛查手段，肺动脉造影和右心导管检查是

检查和肺动脉造影等。

ＣＴＥＰＨ影像学诊断和手术评估的“金标准”，ＣＴＰＡ对

１．肺Ｖ／Ｑ显像：Ｖ／Ｑ显像对ＣＴＥＰＨ诊断的敏

感度＞９７％，目前被公认为ＣＴＥＰＨ的首选筛查方

段以下病变敏感性差，但对于判断近端栓塞的病变部

位、程度、手术评估以及鉴别诊断均有重要价值。

法，如Ｖ／Ｑ显像阴性，可基本排除ＣＴＥＰＨ［１２７。１２ ８Ｉ。

二、ＣＴＥＰＨ的治疗

ＣＴＥＰＨ患者Ｖ／Ｑ显像的典型表现为多个肺段分布

ＣＴＥＰＨ的治疗包括基础治疗、手术治疗、药物

的与通气显像不匹配的灌注缺损。其他原因导致的

治疗和介人治疗，基础治疗主要包括长期抗凝治疗、

肺动脉阻塞时也可出现灌注缺损，如肺动脉肉瘤、纤

家庭氧疗、间断应用利尿剂和康复治疗等。

维素性纵隔炎等，需要结合临床及其他影像学资料
进行鉴别。

抗凝治疗可预防ＶＴＥ复发及肺动脉原位血栓
形成，防止栓塞病变的进一步加重，对于ＣＴＥＰＨ患

２．ＣＴＰＡ：直接征象包括机化的栓子部分或完

者推荐终生抗凝治疗，抗凝用药通常选择华法林，目

全阻塞肺动脉分支，表现为肺动脉内偏心性附壁充

前尚缺乏ＤＯＡＣｓ在ＣＴＥＰＨ的研究证据，基于急性

盈缺损、肺动脉闭塞、血管腔内线状影或网状纤维化

ＰＴＥ的治疗证据，ＤＯＡＣｓ可考虑应用于ＣＴＥＰＨ的

等。间接征象包括肺动脉高压、右心增大与肥厚、体

长期治疗¨州。１ ３１１。

循环侧支供血增加、肺通气与灌注不匹配导致的马

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ＰＥＡ）是治疗ＣＴＥＰＨ

赛克征象以及肺梗死灶等。ＣＴＰＡ对ＣＴＥＰＨ的栓

最有效的方法，手术评估需要在有经验的中心进行，

塞病变部位、阻塞程度以及右心结构功能评估等有

部分ＣＴＥＰＨ患者可通过手术完全治愈¨３２ ｏ。手术

较高价值，同时对于鉴别肺血管外病变有重要价值，

在深低温停循环技术下进行，手术适应证包括：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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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心功能分级Ⅱ～Ⅲ级，外科手术可及的肺动脉

一、ＶＴＥ风险评估和出血风险评估

主干、叶或段肺动脉的血栓。高龄、ＰＶＲ高和ＲＶＤ

（一）ＶＴＥ风险评估

不是手术禁忌。ＰＥＡ技术复杂，围手术期需要呼吸

１．外科手术患者ＶＴＥ风险评估：准确评估外

与危重症、心血管、麻醉、体外循环、影像等多学科团

科手术患者ＶＴＥ发生风险并给予恰当的预防措施

队密切协作。

可以降低ＶＴＥ发生率及相关的病死率。国际指南

靶向药物可以改善ＣＴＥＰＨ患者的活动耐力或

推荐Ｃａｐｒｉｎｉ风险评估模型用于外科手术患者的

血流动力学，目前研究证据比较充分的药物主要是

ＶＴＥ风险评估，按照不同Ｃａｐｒｉｎｉ评估分值将术后

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ｓＧＣ）激活剂，如利奥西胍

ＶＴＥ发生风险分为：极低危（０分）、低危（１～２分）、

等¨３３Ｊ。靶向药物可用于不能行ＰＥＡ、ＰＥＡ后持续

中危（３～４分）、高危（Ｉ＞５分）。１３８１（表１７）。国内研

或再发的ＣＴＥＰＨ患者。对于可进行ＰＥＡ的近端病

究显示Ｃａｐｒｉｎｉ风险评估模型同样适用于国人”２
２．内科患者ＶＴＥ风险评估：内科住院患者

变患者，应用靶向药物并无获益。

２Ｉ。

部分无法行ＰＥＡ的ＣＴＥＰＨ患者，可试行球囊

ＶＴＥ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有２种。１３ ９＝：（１）应用Ｐａｄｕａ

肺动脉成形术（ＢＰＡ）治疗，ＢＰＡ手术有可能改善患

评分：总分Ｉ＞４分为ＶＴＥ高危患者，＜４分为ＶＴＥ低

者症状和血流动力学指标，手术的主要并发症为肺

危患者０１４０ｌ（表１８）。（２）对于年龄ｔ＞４０岁，卧床＞

血管损伤和再灌注肺水肿¨３４。”。。

３

ｄ同时合并下列疾病或危险因素之一者，则认为是

【推荐意见】

ＶＴＥ高危患者：年龄＞７５岁、肥胖（体质指数＞

１．疑诊ＣＴＥＰＨ患者：（１）推荐首选肺Ｖ／Ｑ显

３０

ｋｇ／ｍ２）、ＶＴＥ病史、呼吸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

像作为筛查方法，阴性可基本除外ＣＴＥＰＨ【１Ｂ】。

病急性加重、急性感染性疾病（重症感染或感染中

（２）Ｖ／Ｑ显像阳性，建议进一步行ＣＴＰＡ【１Ｃ】、右心

毒症）、急性脑梗死、心力衰竭（美国纽约心功能分

导管和肺动脉造影【１Ｂ】。

级Ⅲ或Ⅳ级）、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下肢静脉曲张、

２．确诊ＣＴＥＰＨ患者：（１）若无抗凝禁忌，推荐

终生抗凝治疗【１Ｂ】。（２）推荐进行手术评估，如能

恶性肿瘤、炎性肠病、慢性肾脏疾病、肾病综合征、骨
髓增殖性疾病、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等。

手术，首选ＰＥＡ【１Ｃ】。（３）无法行ＰＥＡ或术后存在

（二）出血风险评估

残余肺动脉高压，建议应用靶向药物治疗【２Ｂ】。

鉴于抗凝本身潜在的出血并发症，应评估所有

（４）无法行ＰＥＡ或术后存在残余肺动脉高压，如具

需要预防的住院患者的出血风险和其他可能影响预

备专业技术条件，建议介入治疗【２Ｃ】。

防的因素。评估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口也”９’１４１。４２］

【推荐意见说明】

（表１９，２０）：（１）患者因素：年龄≥７５岁；凝血功能

手术是治疗ＣＴＥＰＨ最有效的方法，部分

障碍；血小板＜５０

Ｘ

１０９个／Ｌ等。（２）基础疾病：活

ＣＴＥＰＨ患者可通过手术完全治愈。手术评估需要

动性出血，如未控制的消化道溃疡、出血性疾病等；

在有经验的中心进行，对于一个中心评估认为不适

既往颅内出血史或其他大出血史；未控制的高血压，

合手术治疗的ＣＴＥＰＨ患者，推荐到另一家更有手术

收缩压＞１８０ ｍｍＨｇ或舒张压＞１１０ ｍｍＨｇ；可能导

经验的中心进行第２次评估。

致严重出血的颅内疾病，如急性脑卒中（３个月内），

药物治疗和介入治疗限于不适合行ＰＥＡ的患

严重颅脑或急性脊髓损伤；糖尿病；恶性肿瘤；严重

者，对于可以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不能因为药物治疗

的肾功能衰竭或肝功能衰竭等。（３）合并用药：正

而延误手术治疗时机。

在使用抗凝药物、抗血小板药物或溶栓药物等。

第六部分ＶＴＥ的预防
ＶＴＥ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已经成
为医院管理者和临床医务人员面临的严峻问题。国
内外研究数据提示，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内科住院

（４）侵人性操作：接受手术、腰穿和硬膜外麻醉之前
４

ｈ和之后１２ ｈ等。
二、ＶＴＥ预防措施

１．基本预防：加强健康教育；注意活动；避免
脱水。

患者，４０％～６０％的患者存在ＶＴＥ风险¨３６。驯。而

２．药物预防：对于Ⅵ’Ｅ风险高而出血风险低

高危人群的预防比例却很低，在亚洲国家的预防比

的患者，应考虑进行药物预防，目前可选择的预防药

例则更低。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及时进行预防，可以

物包括：ＬＭＷＨ、ＵＦＨ、磺达肝癸钠、ＤＯＡＣｓ等。对长

明显降低医院内ＶＴＥ的发生率。

期接受药物预防的患者，应动态评估预防的效果和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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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手术患者ＶＴＥ风险评估表（Ｃａｐｒｉｎｉ评分表）…８
１分

３分

２分

５分

年龄６１～７４岁

年龄Ｉ＞７５岁

脑卒中（＜１个月）

关节镜手术

ＶＴＥ史

择期关节置换术

大型开放手术（＞４５ ｍｉｎ）

ＶＴＥ家族史

髋、骨盆或下肢骨折

下肢肿胀

腹腔镜手术（＞４５ ｒａｉｎ）

凝血因子ＶＬｅｉｄｅｎ突变

急性脊髓损伤（＜１个月）

静脉曲张

恶性肿瘤

凝血酶原Ｇ２０２１０Ａ突变

妊娠或产后

卧床＞７２

有不明原因的或者习惯性流产史

石膏固定

抗心磷脂抗体阳性

口服避孕药或激素替代疗法

中央静脉通路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升高

年龄４ｌ一６０岁
小手术
体质指数＞２５

ｋｇ／ｍ２

狼疮抗凝物阳性

ｈ

感染中毒症（＜１个月）

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

严重肺病，包括肺炎（＜１个月）

其他先天性或获得性血栓形成

肺功能异常

倾向

急性心肌梗死
充血性心力衰竭（＜１个月）
炎性肠病史
卧床患者
注：ＶＴＥ：静脉血栓栓塞症

表１８非手术患者ＶＴＥ风险评估表（Ｐａｄｕａ评分表）
危险因素

表２０
评分

活动性恶性肿瘤，患者先前有局部或远端转移和
（或）６个月内接受过化疗和放疗

３

３

既往ＶＴＥ史

内科住院患者出血危险因素：。３９

具有以下１项即为出血高危

具有以下３项及以上为出血高危

活动性消化道溃疡

年龄≥８５岁

人院前３个月内有出血时间

肝功能不全（ＩＮＲ＞１．５）

血小板计数＜５０

严重肾功能不全（ＧＦＲ＜３０

Ｘ

１０９个／Ｌ

制动，患者身体原因或遵医嘱需卧床休息至少３ ｄ
已有血栓形成倾向，抗凝血酶缺陷症，蛋白ｃ或Ｓ缺乏
Ｌｅｉｄｅｎ Ｖ因子、凝血酶原Ｇ２０２１０Ａ突变抗磷脂
抗体综合征
近期（≤１个月）创伤或外科手术

３

２

中心静脉置管

年龄≥７０岁

１

风湿性疾病

心脏和（或）呼吸衰竭

ｌ

现患恶性肿瘤

急性心肌梗死和（或）缺血性脑卒中

ｌ

急性感染和（或）风湿性疾病

１

肥胖（体质指数／＞３０ ｋｇ／ｎ１２）

１

正在进行激素治疗

１

ｍｌ·

ｍｉｎ～．ＩＩ／一２、
３

入住ＩＣＵ或ＣＣＵ

男性
注：ＩＮＲ：国际标准化比值；ＧＦＲ：肾小球滤过率；ＩＣＵ：重症监护
室；ＣＣＵ：心脏病监护室

注：ＶＴＥ：静脉血栓栓塞症

潜在的出血风险。
表１９外科住院患者出血危险因素‘“２
基础疾病相关
活动性出血

手术相关
腹部手术：术前贫血／复杂手术

３．机械预防：对于ＶＴＥ风险高，但是存在活动
性出血或有出血风险的患者可给予机械预防，包括

间歇充气加压泵、分级加压弹力袜和足底静脉泵等。

３个月内有出血事件

（联合手术、分离难度高或超过

三、外科手术患者的ＶＴＥ预防

严重肾功能或肝功能衰竭

一个吻合术）

【推荐意见】

血小板计数＜５０×１０９个／Ｌ
未控制的高血压

胰漏、手术部位出血

腰穿、硬膜外或椎管内麻醉
术前４ ｈ～术后１２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败血症、

ｈ

同时使用抗凝药、抗血小板
治疗或溶栓药物
凝血功能障碍
活动性消化道溃疡
已知、未治疗的出血疾病

肝切除术：原发性肝癌，术前
血红蛋白和血小板计数低
心脏手术：体外循环时间较长
胸部手术：全肺切除术或全肺
扩大切除术
开颅手术、脊柱手术、脊柱外伤、
游离皮瓣重建手术

１．外科手术患者，建议应用Ｃａｐｒｉｎｉ评分，进行

ＶＴＥ风险分级【１Ｂ】。
２．外科手术患者，推荐术后早期活动【２Ｃ】。
３．外科手术患者，如不存在高出血风险：ＶＴＥ
风险为低度（Ｃａｐｒｉｎｉ评分１～２分），建议应用机械

预防【２Ｃ】；ＶＴＥ风险为中度（Ｃａｐｒｉｎｉ评分３～
４分），建议应用药物预防或机械预防【２Ｂ】；ＶＴＥ风
险为高度（Ｃａｐｒｉｎｉ评分≥５分），推荐应用药物预防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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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

【１Ｂ】，或建议药物预防联合机械预防【２Ｃ】。
４．具有ＶＴＥ风险患者，如果同时存在较高大

院

出血风险或出血并发症：推荐应用机械预防，如出血

重点实验室（钟南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

风险降低，改用药物预防或与机械预防联用【１Ｂ】。
５．多数ＶＴＥ高风险患者，建议药物或机械预
防至术后７～１４ ｄ【２Ｃ】。对于合并恶性肿瘤的外科

手术和骨科大手术患者，建议延长预防时间【２Ｂ】。
６．外科手术患者，不建议应用下腔静脉滤器作

为ＶＴＥ的一级预防【２Ｃ】。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呼吸疾病国家

阜外医院（高润霖、程显声）
外籍顾问：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Ｂｒｕｃｅ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专家组：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安徽省肿瘤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许启霞）；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刘双）；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施举红）；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方保民、

７．出血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外科手术（如颅

许小毛），血管外科（李拥军）；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脑、脊柱手术等），建议应用机械预防【２Ｃ】。当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季颖群、张中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ＶＴＥ风险为高度（如因恶性肿瘤行开颅术），如出血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李圣青）；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

风险降低，建议改为药物预防联合机械预防【２Ｃ】。

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邓朝胜）；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推荐意见说明】
因合并其他疾病（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

房颤动或其他血栓栓塞性疾病等）已充分抗凝治疗
的患者，如面临外科手术，术前应结合患者的血栓和

医学研究中心
血管病中心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健）；国家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核医学影像中心

（方纬），肺血管病诊治中心（柳志红、熊长明）；兰州大学基
础医学院循证医学研究所（陈耀龙）；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呼

出血风险以及抗栓治疗情况进行权衡，评估是否需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程兆忠）；山东省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要桥接抗凝治疗，术后尽量避免抗栓药物的联合应

医学科（朱玲）；沈阳军区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用，以降低ＶＴＥ预防的出血风险。

（马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如果使用序贯加压泵进行机械预防，应注意适
应证，并努力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每日应用≥１８

ｈ。

学科（杨媛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易群）；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肺循环科（刘锦铭）；

四、内科住院患者的ＶＴＥ预防

天津市海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琦）；天津医科大

【推荐意见】

学总医院精准医学中心（门剑龙）；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１．内科住院患者，建议应用Ｐａｄｕａ评分，进行

ＶＴＥ风险分级【１Ｂ】。
２．内科住院患者，推荐早期活动【２Ｃ】。
３．ＶＴＥ高风险的内科住院患者：（１）不存在高

逸夫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应可净）；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唐勇军）；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心（万钧、谢万木、翟振国），放射诊断科（刘敏），心脏血管外
科（刘鹏），心脏内科（孙艺红）

出血风险，推荐应用药物预防【１Ａ】；（２）存在高出
血风险，推荐应用机械预防【１Ａ】。
４．活动期恶性肿瘤患者，如无其他ＶＴＥ风险：

（１）单纯接受化疗，不推荐常规预防【１ｃ】；（２）留置
中心静脉导管，不推荐常规预防【１Ｂ】。
５．多数ＶＴＥ高风险的内科住院患者，建议药

物或机械预防７～１４ ｄ【２Ｃ】。
【推荐意见说明】
在进行药物预防过程中，应该注意患者出血风
险的评估和控制，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糖尿病、肾功
能不全等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证据评价组：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循证医学研究所
（陈耀龙、罗旭飞）；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陈新旺、邵翔、

陶新曹、王静、张萌、张帅、张云霞、张竹、翟振国），临床医学
研究所临床研究数据与项目管理平台（雷洁萍、王丁一）
秘书组：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施举红）；
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许小毛）；大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季颖群）；中１３友好医院
呼吸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万钧、谢万木、翟振国），临床医学研究所

临

床研究数据与项目管理平台（吴司南）
外审组：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徐凯锋）；

对于活动期恶性肿瘤患者，其他ＶＴＥ风险包

北京医院分子诊断中心（肖飞）；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

括：卧床、手术、化疗、因合并其他疾病住院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李玉英、吴学玲）；贵州省人民医院

等‘１４３－１４７］。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刘维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呼

指南制定成员（按单位名称汉语拼音排序）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陈刚）；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

组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王辰）

危重症医学科（张瑛琪）；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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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血管与腔内血管外科杂志》编辑部，下肢静脉疾病外科治疗
专家协作组．ＡｎｇｉｏＪｅｔ机械血栓清除术治疗急性下肢深静脉
血栓形成的专家共识（２０１６版）［Ｊ］．血管与腔内血管外科杂
志，２０１７，３（１）：５５５－５５８．ＤＯＩ：１０．１９４１８／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２０９６—
０６４６．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防指南［Ｊ］．中华骨科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６）：６０２－６０４．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ｃｉｎａ

ｉ．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２３５２．２００９．０６．０２３．

［２５］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ＣＳＣＯ）与血栓专家共识委员会．肿
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预防与治疗中国专家指南（２０１５
版）［Ｊ］．中国肿瘤临床，２０１５（２０）：９７９－９９１．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８１７９．２０１５．２０．０１５．

［２６］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肺血管病学组．急性肺栓塞诊断
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２０１５）［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

ｆ １ １］Ｌｉｅｗ ＮＣ，Ａｌｅｍａｎｙ ＧＶ，Ａｎｇｃｈａｉｓｕｋｓｉｒｉ Ｐ，ｅｔ ａ１．Ａｓｉａｎ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２４］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中国骨科大手术静脉血栓栓塞症预

３０６９ｋ．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ｉ／ｅｈｕ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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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２，２６２（２）：６３５－６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８／ｒａｄｉ０１．１１１１４０４５．

［４］蒋朱明，詹思延，贾晓巍，等．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２５３．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４．

ｖｅｎ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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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 １ ９９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ｏｄｉｎｅ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Ｊ］．Ｒａｄｉａｔ

的基本方法及程序［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９６（４）：２５０—

Ｔｅｓｔ

Ｆａｒｇｅ Ｄ，Ｄｅｂｏｕｒｄｅａｕ Ｐ．Ｂｅｃｋｅｒｓ Ｍ，ｅｔ ａ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６４（４）：３８３－３９４．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ｉ．ｉｃｌｉｎｅｐｉ．２０１０．０４．０２６．

『３］Ｒｅｉｎｅｒｓ Ｃ，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Ｒ，Ａｋａｓｈｉ Ｍ，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

０００５０．

Ｇ，Ｏｘｍａｎ ＡＤ，Ａｋｌ ＥＡ，ｅｔ ａ１．ＧＲＡＤ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１．

［２］Ｇｕｙａｔｔ

『６１

Ｕ．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南（草案）［Ｊ］．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２００１，２４（５）：２５９—

ＪＯ，Ｑｕｓｅｅｍ Ａ，ｅｔ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４４（３）：１９７—２１ １．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１６．
０３．００５．

［２７］《内科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中国专家建议》写作组，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等．
内科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中国专家建议（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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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华老年医学杂志，２叭５，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２．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９０２６．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２．

［４５］徐晓峰，杨媛华，翟振国，等．内科重症监护病房中深静脉血
栓的发病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２８］“Ｄ一二聚体检测”急诊Ｉ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组．“Ｄ．二聚体检测”

２００８，２９（１０）：１０３４—１０３７．Ｄ０ｌ：１０．３３２ｌ／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

急诊临床应用专家共识［Ｊ］．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叭３，２２
（８）：８２７—８３６．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１旬２８２．２０１３．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９．

［４６］Ｊｉｍｅｎｅｚ

０８．００３．

［２９］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创伤骨科学组．创伤骨科患者深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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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心胸学组．急性肺血栓栓塞放射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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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共识（２０１２年版）［Ｊ］．中华血液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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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４１］

ｃｌｉｎ

Ｈｅｍｏｓｔ，２０１７：１０７６０２９６１７７０３４８１．Ｉ

Ｔｈｒｏｍｂ

Ａｐ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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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ｍｏｎ Ｆ，Ｆｏｕｃｈａｒｄ Ｆ，Ｔｒｏｍｅｕｒ Ｃ，ｅｔ ａ１．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０珩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ｅｏｎ

ｃｅｎｅｍｌ（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ｒｔ，Ｌｕｎｇ，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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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ｖｅｎｔ Ｄｅｅｐ

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ｉ．ｅｉｉｍ．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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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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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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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ｃ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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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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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

ｅｌ

Ｂｌｕｍｂｅ唱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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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２．２０９９．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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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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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ｏｋ ＦＡ，Ｍｏｓ ＩＣ，Ｈｕｉｓｍａｎ ＭＶ．

ｍｌｅｓ

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６，２９１

２００８，５１（７）：７５０－７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ａｃｃ．２００７．１０．０４１．

『７６］

Ｖｅｄｏｖａｔｉ

Ｃ，

１１６４／ｒｃｃｍ．２００８０３４５９０Ｃ．

ａｎｅｒｉａｌ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ＰＩＯＰＥＤⅢ）［Ｊ］．Ａｎｎ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ｕｌｍｏｎ８ｒｙ ｅｍｂ０１ｉｓｍ：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ｙ ｉ“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ｌｅｆｔ—ｔｏ—

ｆ ７５ １

Ｂｅｃａｔｔｉｎｉ

ｌｅｖｅｌｓ

（４）：Ｈ１７３１．Ｈ１７３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２／ａｊｐｈｅａｒｔ．００３３６．２００６．

［７３］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ｅｃｈｏ．１２８１２．

Ｍａｒｃｕｓ

Ｔｈｏｒａ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 ２，２７

Ｓｔｅｉｎ ＰＤ．Ｃｈｅｎｅｖｅｒｔ ＴＬ．Ｆｏｗｌｅｒ ＳＥ．ｅｔ ａ１．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５，３２（７）：１１１５－１１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Ｊ］．

［７ １］

ｃｏｓｔ—

ｔｅｓｔｓ［Ｊ］．Ｊ

ｉｍａｇｉ“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

“ｇｈ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ｆｔｅｒｌｏａｄ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７０］

ａｃｕｔｅ

ＣＩＲＣｌ ＪＩ。ＡＴｌ０ＮＡＨＡ．１０６．６８０４２１．

ｆ ６６］Ｌａｎｋｈａａｒ Ｊｗ，ｗｅｓｔｅｒｈｏｆ Ｎ，Ｆａｅｓ”，ｅｔ ａ１．Ｑｕａｎｔｉｎｃａｔｉｏｎ

［６８］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ｇ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ｓ ｉｎ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ｅ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ｈｍｍｂｏ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ｉｎ ｐａｃ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６７］

ｕＪ，ｅｔ ａ１．

Ｍｅｄ，２叭０，１５２（７）：４３４—４４３．Ｄ０ｌ：１０．７３２６／ｏ００３＿４８１９—１５２－

４４７．ＤＯＩ：１０．】Ｏ】６／ｊ．ａｖｓｇ．２０】】．０１．００５．

［６５］

１０５６／

７．２０ｌ００４０６０＿００００８．

ＩＪｅｖｙ ＭＭ，Ｂａｃｈ ｃ，Ｆｉｓｈｅ卜ｓｎｏｗｄｅｎ Ｒ，ｅｔ ａ１．
ｄｅｅｐ

Ｔ，ｓｃｈｏｅｎｂｅ唱ｓ０，ｓｃｈｏｅｐｆ

ｍｕｌｆｉ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０９．００５．

［６４］

Ｅｎ出Ｊ

１０．

ＤＯＩ：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ｖ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ｓｖ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Ｊ］． Ｅｕｒ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５（１）：２５－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ｊｉｍ．２０１３．

Ｉｎｔｅｍ

２３１７．２３２７．

（５）：３０４．３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ＲＴＩ．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５ｄａ２ｂｃ．
ａ１．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Ｍ，ｅｌ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Ｈｅｎｚｌｅｒ

ｅｆｆｅｃ【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Ｏ．１１６１／

ＣｌＲＣＵＬＡＴｌ０ＮＡＨＡ．１ １０．９６５０２０．

［６３］Ｐｒａｎｄｏｎｉ

Ｎ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Ｊ］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ＮＥＪＭｏａ０５２３６７．

Ａｇｅ—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ｖｅｎｏｕ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ａｃｕｔｅ

３５４（２２）：

２００６．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ｓｖｍＤ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ｅＤ

ｏｒ

ｖｅｎｏｕｓ

ｔｒｉａｌ『¨．Ａｎｎ Ｉｎｔｅｍ Ｍｅｄ，２００４，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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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６

（５）：１４９８．１５０２．Ｄ０１：１０．１ ０１６／；．ａｌｈｏｍｃｓｕｒ．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４．

（１１）：８６７－８７３．Ｄ０ｌ：１０．７３２６／０００３４８１９—１４０－１ １－２００４０６０１０—

『１０７］

００００７．

［９２］

Ｋｉｍｍｅｌ ｓＥ，
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Ｆｒｅｎｃｈ

Ｋａｓｎｅｒ

Ｂ，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ｌｇｏ＾ｔｈｍ ｆｏｒ

ａ１．

Ａ

ｐｈａ册ａｃｏｇｅｎｅｔｉ（’
ｗａ而ｒｉｎ ｄｏｓｉｎｇ［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ｅｔ

ｓＥ，

ｃｏｕｔｕｒａｕｄ

Ｆ，Ｓａｎｃｈｅｚ

０，Ｐｅｍｏｄ

ａ１．

Ｇ，ｅｔ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０ｍｌ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ｖ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ＪＡＭＡ，２０１５，３１４（１）：３１－４０．Ｄ０ｌ：１０．１００ｌ／ｊａｍａ．２０１５．

Ｒｅ西ｓｔｒｖ

ｆｏｒ

ＰＡＤＩｓ—Ｐ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７０４６．

『９４］

ｗ，Ｂｅｃａｔｔｉｎｉ ｃ，ｅｔ ａ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Ｉｉｓｍ：ａ ｍｅｔａ—

［１０９］Ｔ七Ｇａｌ

ＨＨ，Ｑｕｅｌｕｚ

Ｒ．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Ｊ］．

ＣＤ叭０２２２．

Ｒｅｖ，２叭６（１）：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ｃｈｍ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ＯＩ：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０，６９（３）：３３０－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Ｌｌｌａｔｉｏｎ

［１ ｌ １］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９８１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Ｔｈｍｍｂ

Ｒｅｓ，２０１０，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

ｇＬ王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
１０．１１

［１１３］Ｌｅｅ
ｔｏ

ｈｅｐａ＾ｎ

０ｆ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

ｌｏｗ

ｓｍＩｙ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ｃｏｎｔｒ０１ｌｅｄ

ａ

ｏｆ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Ａ，Ｈ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ｔ

ａｎｄ

Ａ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Ｔｈｒｏｍｂ

ｖｅｎａ

［１１５］Ｍａｎｔｈａ

ｍ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ａｖ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ｍ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ｌｅｃｔｏｍｖ．

Ｔｈｍｍｂｏｌｖｓｉｓ（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ｇｅｒ ＲＰ，Ｋｕｃｈｅｒ Ｎ．ｕｌｔｍ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ｍｍｂｏ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１０４］Ｌｅｅ

Ｋｕｍａｒ

Ａ，

ａ１．

ＭＨ，ｅｔ

ｕｌｔｍｓｏｕ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ｖｓｉｓ ｉｓ

ａ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Ｄｏｕｋｅｔｉｓ

ＪＤ，ｓｐｙ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ｃ，ｓｐｅｎｃｅｒ ＦＡ，ｅｔ ａ１．Ｐｅｒｉｏｐ。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９ｔｈ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ｅｄ：

ｗｖｓｏｋｉｎｓｋｉ

ＭｃＢａｎｅ

ｗＥ，

Ｐｅｒｉ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１１９］

ｅｍｂｏｌｅｃｔｏｍ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

Ｊ，

ｔｈｍｍｂｏｌｙｓｉｓ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Ｊ］．Ｅｕｒ

ｉｎ

ｅｔ

ａ１．

ａｃｕｔｅ

Ｓｕ西ｃ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唱，

２０１７，５１（２）：３５４—３６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ｅｊｃｔｓ／ｅｚｗ２９７．
Ｋｅｅｌｉｎｇ

ｗＢ，Ｓｕｎｄｔ

Ｔ，Ｌｅａｃｃｈｅ

Ｍ，ｅｔ

ａ１．

０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万方数据

ｓｔｕｄｙ［Ｊ］．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ｎｂｎ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ｅｒ

ｓｕ增，２０１６，１０２

Ｐｍ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Ｊ

１．

Ｍａｙｏ

ＰＲ，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ｌｉｎ

ａｌ’

ｅ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ｍｃ，２００８，

８３

ｓｐｙ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ｃ，Ｔｕｒｐｉｅ ＡＧ，Ｄｕｎｎ Ａｓ，ｅｔ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ｄ

ｈ８ｐａｒｉｎ

ｂｄ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ｍ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ｒｅ百ｓｔｒｙ［Ｊ］．Ｊ

１２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１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０１ｕ８：

ＣｏＵｅｇｅ ｏｆ

Ｄａｎｉｅｌｓ

ＲＤ，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唱Ｖｅｎｏｕｓ Ｌｙｍｐｈａｔ

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

ＴｈｅｍＰｙ

Ａｍｅ—ｃａ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６）：６３９—６４５．ＤＯＩ：１０．４０６５／８３．６．６３９．

ｃ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１ ３７８／ｃｈｅｓｔ．１１＿２２９８．

『１１８

ｈ培ｈ—ｒｉｓｋ ｐａｔｉｅｎｌｓ［Ｊ］． Ｊ Ｖａｓｃ
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１７，５（２）：１６５－１７０．ＤＯＩ：１０．

Ｍ口ｌｌｅｒ

Ｊ

ａ１．Ｄ幽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ｔｉ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

ｎｏｎｖａｌｖｕｌａｒ ａｔＴｉａｌ

Ｐ，

ｏｆ

［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１２，１４ｌ（２ ｓｕｐｐｌ）：ｅ３２６ｓ—ｅ３５０ｓ．ＤＯＩ：１０．

ｓａｆ色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Ｉ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０１６／ｊ．ｊｖｓｖ．２０１６．１０．０７５．

ｕｓｅ

ｖｅｎ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Ｊ］．

ｃｏｈｏｒｔ

ｐｍ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ｅｖｅｎ ｉｎ

［１０５］Ｉ七ｈｎｅｎ

２０ｌｌ（６）：

ｓｕｒ矛ｃ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Ｊ Ｔｈｍｍｂ Ｈａｅｍｏｓｔ，２０１０，８

Ｃｈｅｓｌ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Ｅｕｒ Ｈｅａｎ

Ｊ，２０１４，３５（１２）：７５８＿７６４．ＤＯＩ：ｌＯ．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川／ｅｈｕ０２９．
ＫＡ，ｃｈａ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ｌ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ｖ，

ａ１．ｓ出ａｎｄ

Ｅ，Ｍｉａｏ Ｙ，ｅｔ

ｆｂ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Ｓｙ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ｈｍｍｂｏ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１５，１４８（３）：６６７－６７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ａ ５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ａｆａｂａｓｅ

（１）：２０２＿２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ｌ／ｊ．１５３８．７８３６．２００９．０３６７８，ｘ．

［１ 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ｃｈｅｓｌ．１５＿０１１９．

ａｃｕｔｅ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ｖｅｎｏｕｓ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ｓ，Ａｎｇｅｍｓ ｕ，Ｂｅｒｇｑｖｉｓｔ Ｄ，ｅｔ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ｔｓ ｉｎ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Ｐｍ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

ｉｎ

Ｊ １．

ｓ１１２３９＿０１６．１４２９．１．

［１１６］ｓｃｈｕｌｍａｎ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ａ１．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ｓ

Ａｃｕｔｅ 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Ｔｈｍｍｂ０１ｖｓｊｓ，２０１７，４３（２）：１６６一１７１．Ｄ０ｌ：１０．１００７／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Ａ，Ｋｉｍ Ｐｓ，ｅｔ

Ｇ，ｅｔ ａ１．Ｔｉｎｚａｐａｒｉｎ

Ｐｗ，Ｍｅｙｅｒ
ｏｆ

ｌ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７．０３．叭２．

［１０２］Ｋｕｏ ＷＴ，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Ｉ．ａｕｂｅ

Ｔｈｍｍｂ

ｓｔｕｄｙ［Ｊ］．

Ｒｅｓ，２０１７，１５３：５７石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ｉ．ｔｈｍｍ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Ｄ００６６４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１４６５１８５８．ＣＤ００６６４９．ｐｕｂ５．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ＶＴＥ） ｄｏｅｓ

ｖｅｎｏｕｓ

ｅｘｃｌｕｄ８

ｔｏ

Ａｋｌ ＥＡ，Ｖａｓｉｒｅｄｄｉ ｓＲ，Ｇｕｎｕｋｕｌａ ｓ，ｅｔ ａ１．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０。

ｒｉｖａｒｏｘａｂａｎ

Ｇ，ｗｈｉｔｅ Ｒ，ｅｔ ａ１．１ｎｆｅｒｉ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ａｎｃｅｒ：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Ｊ］．

１ ３７８／ｃｈｅｓｔ．０９旬７６５．

［１０１］Ｂｍｎｓｏｎ

ｃａｎｃｅ。

１０．１１６０／ＴＨｌＯ旬２＿００９３．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ｔｒｉａｌ［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１０，１３７（２）：２５４－２６２．ＤＯＩ：１０．

ｉｎ

Ｐｗ，ｅｔ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９２４３．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ｔｙｐｅ 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ｔｅ

ｄｕｒｉ“ｇ

ＪＡＭＡ，２０１５，３１４（７）：６７７＿６８６．Ｄ０ｌ：ｌＯ．１００１／ｉａｍａ．２０１５．

ｃａｎｃｅｒ

［１ １４］

ｃ，ｚｈａｉ ｚ，Ｙａｎｇ Ｙ，ｅｔ ａ１．Ｅｍｃａｃｙ ａｎｄ

［１００］ｗａ“ｇ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ＡＹＹ，Ｋａｍｐｈｕｉｓ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ａｅｍｏｓｔ，２００９，７（５）：７６０＿７６５．ＤＯＩ：

１１／ｊ．１５３８．７８３６．２００９．０３３２６．ｘ．

ａ１．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ｍｅｌｉｏｍｔｉｏｎｓ［Ｊ］．Ｔｈｍｍｂ Ｈａｅｍｏｓｔ，２０ｌＯ，１０４（４）：

Ｗａｒｆａｒｉｎ

ｖｅｎｏｕｓ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ｍｂ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Ａ，ｖａｎ ｓｌｕｉｓ ＧＬ，Ｋａｍｐｈｕｉｓｅｎ

８３１．８３６．ＤＯＩ

１３２９．ＤＯＩ：１０．

ｅｓｃａｌａｆｉｏｎ

Ｊ Ｔｈｍｍｂ

８９７－９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８／曙．３２３１１５１２０．

『１１２］Ｄｏｕｍａ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ａ１．Ｄｏ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

Ｊ

ｌａｃｔ“ｏｎ［ｊ］．Ｒａｄｉｏ黟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１２，３２（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Ｉ

ｌｉｔｅｍ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９９］Ｃａ耐ｅｒ Ｍ，Ｌｅ Ｇａｌ Ｇ，Ｃｈｏ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８：

Ｅ，Ｔｈ６ｒａｓｓｅ Ｅ，Ｔｈｏｍａｓｓｉｎ—Ｎａｇｇａｍ Ｉ，ｅｔ

Ｔｒｅｍｂｌ８ｙ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ｓｕｂ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ｖｅ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ｆ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ｖｓｉｓ

ａ

ｄｅｎ Ｅｘｔｅｒ ＰＬ，ｖａｎ Ｅｓ Ｊ，Ｋｌｏｋ ＦＡ，ｅｔ ａ１．Ｒｉｓｋ ｐｍｎ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ｃｕｔ８

ｉｎ

ｕｌｔｍ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Ｄ－ｄｉｍｅｒ ｈａｖｅ

１１８２／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３＿０４４９７５４５．

（１０６１

ｗｉｔｈ

１２６（４）：ｅ２６６一ｅ２７０．ＤＯＩ：１０．１ ０１６／ｉ．ｔｈｍｍｒｅｓ．２０１０．０７．００１．

［Ｊ］．Ｂ１００ｄ，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１１４４一１１４９；ｑｕｉｚ

［１０３］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ｓｕｂ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丁ｅｍｂｏｌｉ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ｃＴ ｐｕｌｍｏｎ８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Ｉｉｖｅ８：

Ｓ，ｓａｎｔｏｒａ ｊ，ｅｔ ａ１．Ｃｌｉｎｉ（：ａ１

ＡＡ，Ｋｈｏｃｈｅ

０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ｉｂｄｌ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ｅｍｏｓｔ，２０１３，１１（２）：２７０－２８１．ＤＯＩ：ｌＯ．１１１１／ｊｔｈ．１２０８５．

３３６．ＤＯＩ：１０．１ ０１６／ｊ．１ｕｎｇｃａｎ．２００９．１１．叭５．

『９７］Ｄｏｎａ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３１（５）：４８８４９４．ＤＯＩ：

ｔｈｍ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ｖｅｎｏｕ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６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８：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０ｆ

Ｒｏｍｕａｌｄｉ Ｅ，Ｄｅｎｔａｌｉ Ｆ，Ｒａｎｃａｎ Ｅ，ｅｔ ａ１．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ｔｈｅ珀ｐｙ
ｆｏｒ

Ｓｕｎ ＪＭ，Ｋｉｍ ｒ１１ｓ，ＩＪｅｅ Ｊ，ｅｔ ａ１．Ｕｎｓｕ８ｐｅｃｔｅ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１３６／ｂｍｊ．ｅ２６３５．

［１ １０］

ＣＤ０１０２２２．ｐｕｂ３．

ｌｕｎｇ

Ｉｎｆ０瑚ｅｄ

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Ｊ，２０１２，３“：ｅ２６３５．Ｄ０ｌ：１０．

ｐｍ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

１０．１００２／１４６５１８５８．

ｉｎｔｅｍＪｐｔｊｏｎｓ ｉｎ

ｆｍｍ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Ｇ，Ｋｅｒｃｒｅｔ Ｇ，Ｂｅｎ Ｙａｈｍｅｄ Ｋ，ｅｔ ａ１．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ｐ８ｎｕｍ

Ｄｉｂ

ＴＨ，Ｅ１

ｓｕｂ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９６］

６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ｉ“ｇ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１０１６／ｊ．ｔｈｒｏｍｒｅｓ．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６．
Ｙｏｏ

ａｔｄａｌ

１０．１ １６１／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ｌ０ＮＡＨＡ．１ １４．Ｏｌ １７７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Ｔｈｍｍｂ Ｒｅｓ，２０１０，１２５（６）：５１８—５２２．ＤＯＩ：ｌＯ．
［９５］

ＥＤ，Ｋｉｍ ｓ，ｅｔ ａ１．ｕｓ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ｂ＾ｄｇｉｎｇ ｄｕｒｉ“ｇ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ＲＢＩＴ－ＡＦ）［Ｊ］

Ｄｅｎｔａｌｉ Ｆ，Ａｇｅｎｏ

ｖｅｎｏａｎｅｒ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ｂｖ

ｌＯ．１ １８６／ｓ１３０５４旬１７．１６５５．８．

Ｊ １．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

ｒｅｓｃｕｅｄ

０１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Ｊ］．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２０１７，２ｌ（１）：７６．ＤＯＩ：

［１０８］ｓｌｅｉｎｂｅ培ＢＡ，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Ｅｐｉｓｏｄｅ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ｖ

ａ

ｅｍｂｏＩｉｓｍ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ｖ

２叭３，３６９（２４）：２２８３－２２９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ｏａｌ３１０６６９．

『９３ｉ

ｃｏｒｓｉ Ｆ，Ｌ．ｅｂｒｅｔｏｎ ｃ，Ｂｒｅｃｈｏｔ Ｎ，ｅｔ ａ１．Ｉ。ｉｆｅ—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ｒ
ｏｎ

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ａｓ

ｌｏｎｇ—ｔｅｎｎ ｏｍｌ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８：ｔｈｅ

Ｔｈｒｏｍｂ

Ｈａｅｍｏｓｔ，２００６，４（６）：１２４６－

ｌｌ“．１５３８＿７８３６．２００６．０１９０８．ｘ．

［１２０］Ｄａｎ珧ＰＲ，ＭｃＢａｎｅ

ＲＤ，ｎｔｉｎ

ａｎｌ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ｉ－ｐｍｃｅｄｕｒ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ｍｓｔｈｅｔ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ｖａｌ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Ｔｈｍｍｂ Ｒｅｓ，２００９，１２４（３）：３００－３０５．ＤＯＩ：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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