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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的
可行性研究
李峰 1，师干伟 1，肖建强 1，虞晓龙 2，李文华 1，沈丹丹 1，薛社亮 1，吴鹏 1，卢伟 1，黄浩敏 1，蔡高军 1
【摘要】 目的 分析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的可行性。方法 连续选取 2019 年 9—

10 月在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心内科住院并拟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的患者 34 例，记录其穿刺及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情
况。结果

本组 34 例患者中 29 例（占 85.3%）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成功，平均穿刺时

间为（1.8±1.9）min，平均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完成时间为（34.1±20.4）min；9 例患者行支架植入术，1 例患者行药

物球囊扩张术；术后 1 例患者出现右前臂轻微出血，未见穿刺点出血、假性动脉瘤、动静脉瘘、手背及手腕肿胀 / 疼痛、
手指感觉异常等。5 例患者（占 14.7%）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失败，其中 3 例穿刺失败、
1 例穿刺成功后反复尝试但导丝不能送入桡动脉、1 例穿刺成功后置入鞘管时疼痛感明显。结论

本研究初步证实经

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安全、可行，在国内人群中有一定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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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through distal radial artery

（anatomical snuffbox）. Methods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2019，a total of 34 inpatients that ready to rece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through distal radial artery（anatomical snuffbox） were selec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Wuj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Jiangsu University，the puncture results as well as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results
were recorded. Results Of the 34 patients，29 cases（accounting for 85.3%）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the mean puncture time was（1.8±1.9）minutes，the mean completed time of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was（34.1±20.4）minutes；9 cases underwent stent implantation，1 case underwent drug balloon dilatation；
1 case occurred slight bleeding of right forearm after operation，no one occurred puncture point bleeding，false aneurysm，

arterio-venous fistula，swelling/pain of opisthenar or wrist，or finger paresthesia. A total of 5 cases（accounting for 14.7%）
failed to complete the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including 3 cases with puncture failure，1 case with successful
puncture but failed to put the guide wire into radial artery after repeated attempts，1 case with obvious pain when putting sheath

pipe into after successful puncture.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eliminarily confirms that，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through distal radial artery（anatomical snuffbox）is safe and feasible，which is worthy to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Chinese
population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Angioplasty，balloon，coronary；Radial artery；Anatomical snuffbox；Feasibility studies
近年来，经桡动脉路径逐渐取代经股动脉路径而成为冠

状动脉介入诊疗的常规路径，《2018 欧洲心脏病学会（ESC）
/ 欧洲心胸外科协会（EACTS）心肌血运重建指南》

［1］

推荐

公司穿刺套装、20 G 带鞘穿刺针进行桡动脉穿刺，穿刺针呈
30° ~45°进针，见回血后继续进针，回血停止即停止进针并

拔出穿刺针芯，缓慢回撤穿刺针鞘，见有血液自穿刺针鞘喷

经桡动脉路径作为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首选路径，

出时沿穿刺针鞘送入配套导丝（长 45 cm，直径 0.64 mm）后

形成、夹层及穿孔等并发症的可能，其中桡动脉痉挛发生率

酸甘油 200 μg 后再送入 5 F TIG 导管以完成左、右冠状动脉

但经桡动脉路径行 PCI 有导致桡动脉痉挛、内膜撕裂、血栓
较高；此外，反复穿刺桡动脉还会导致桡动脉狭窄、闭塞等

发生风险升高［2］，且加压包扎止血会导致桡动脉穿刺术后手
部肿胀、麻木、疼痛等。2017 年，KIEMENEIJ

［3］

首次报道经

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安全、可行，
但目前国内关于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
入诊疗可行性的研究报道较少［4-7］。本研究旨在分析经桡动
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的可行性，现报
道如下。
1

1.1

再沿导丝送入 6 F 配套动脉鞘，鞘管内注入肝素 3 000 U、硝
造影，需行 PCI 者则更换指引导管后继续完成 PCI。（3）术

后即拔除动脉鞘并采用纱布对穿刺点进行局部加压包扎，2 h

后减压，6 h 后完全解除压迫，注意观察穿刺点局部有无出血、
假性动脉瘤、动静脉瘘等，并注意观察患者手背及手腕有无
肿胀、疼痛，手指感觉异常等。
1.3
1.4

观察指标
统计学方法

记录所有患者穿刺及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情况。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连续选取 2019 年 9—10 月在江苏大学附属武

2

结果

本 组 34 例 患 者 中 29 例（ 占 85.3%） 经 桡 动 脉 远 端

进医院心内科住院并拟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的患者 34 例。纳

（ 鼻 烟 壶） 路 径 行 冠 状 动 脉 介 入 诊 疗 成 功， 平 均 穿 刺 时

ST 段改变等冠状动脉造影指征；（3）冠状动脉造影发现狭窄

（34.1±20.4）min；9 例 患 者 行 支 架 植 入 术，1 例 患 者 行 药

入标准：（1）年龄 >18 周岁；（2）有胸闷、胸痛、心电图

率 >70% 者进一步行 PCI。排除标准：（1）行急诊 PCI 者；

（2）伴有严重肾功能异常、凝血功能障碍者；（3）合并活
动性出血性疾病者；（4）不能触及远端桡动脉搏动者。本研
究经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准
号：【2019】31 号），所有患者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1.2

方法

所有患者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

脉介入诊疗，穿刺失败者改用常规桡动脉路径。具体操作如下：
（1）术前由术者仔细触摸患者鼻烟壶区桡动脉并选择搏动最

间 为（1.8±1.9）min， 平均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完成时间为
物球囊扩张术；术后 1 例患者出现右前臂轻微出血（经局部
加压包扎后好转），未见穿刺点出血、假性动脉瘤、动静脉
瘘、手背及手腕肿胀 / 疼痛、手指感觉异常等。5 例患者（占

14.7%）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失败，
其中 3 例穿刺失败、1 例穿刺成功后反复尝试但导丝不能送入
桡动脉、1 例穿刺成功后置入鞘管时疼痛感明显。本组 34 例

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患者临床
特征详见表 1。
3

讨论

强的点作为穿刺点；常规消毒患者前臂、手背、手掌并铺无

桡动脉远端（鼻烟壶）指腕和手背桡侧、伸展拇指时，

菌巾，嘱患者前臂自然垂位样置于身旁、拇指置于手心、其

形成一尖向拇指的三角形凹陷，其桡侧为拇长展肌和拇短伸

余四指握住拇指以充分暴露鼻烟壶区，行左侧桡动脉远端（鼻

肌腱，尺侧为拇长伸肌腱，近侧为桡骨茎突，窝底为舟骨和

烟壶）穿刺者则将左手自然放置于右下腹。（2）穿刺点经

大多角骨，内可触及远端桡动脉搏动。1982 年，PYLES 等［8］

2% 利多卡因局部麻醉满意后采用 Seldinger 法、日本 Terumo

首次报道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行置管术并取得成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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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4 例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患者的
临床特征
Table 1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34 patients underwent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intervention through distal radial artery（anatomical
snuffbox）
临床特征

冠心病〔n（%）〕
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不稳定型心绞痛
稳定型心绞痛

13（38.2）

11（37.9）

2（40.0）

套以进一步提高穿刺成功率；（2）本研究部分患者可能因桡

5（14.7）

1.6±0.1（1.4~1.8）

1.6±0.1（1.6~1.8）

3（10.4）

2（40.0）

29（85.3）

27（93.1）

2（40.0）

27（79.4）

23（79.3）

5（100.0）

11（32.4）

9（31.1）

2（40.0）

8（23.5）
4（11.8）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7（24.1）
3（10.3）

12（35.2）

11（37.9）

23（67.6）

19（65.5）

冠状动脉介入诊疗类型〔n（%）〕
单纯冠状动脉造影

出现针芯刺入桡动脉而套管未进入桡动脉的情况，进而导致
穿刺失败，实际操作中在看到针芯回血后选择固定针芯前送

总胆红素
（x ±s，波动范围，μmol/L） 13.7±3.9（8.2~24.8） 13.9±4.0（8.2~24.8） 12.8±2.7（9.8~15.6）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19±8（8~35）
19±7（8~35）
17±8（10~27）
（x ±s，波动范围，U/L）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21±5（13~32）
24±7（16~31）
（x ±s，波动范围，U/L） 22±5（13~32）
肌酐（x ±s，波动范围， 68±17（48~138）
67±13（48~102）
79±33（59~138）
μmol/L）
空腹血糖
（x ±s，波动范围，mmol/L） 5.2±0.8（4.2~7.1） 5.1±0.7（4.2~6.6） 5.3±1.1（4.2~7.1）
总胆固醇
（x ±s，波动范围，mmol/L）4.02±1.17（2.09~7.29）3.97±1.21（2.09~7.29）4.36±0.86（3.68~5.72）
三酰甘油
（x ±s，波动范围，mmol/L）1.88±0.77（0.90~4.28）1.92±0.81（0.90~4.28）1.65±0.47（1.08~2.29）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x ±s，波动范围，mmol/L）1.12±0.24（0.61~1.62）1.10±0.24（0.61~1.62）1.24±0.26（0.89~1.60）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x ±s，波动范围，mmol/L）2.76±0.97（1.19~5.66）2.73±1.03（1.19~5.66）2.93±0.51（2.48~3.69）
糖尿病〔n（%）〕

内桡动脉紧贴骨性平面，套管针可能无法做到完全贴壁，易

冠状动脉介入诊疗
失败（n=5）

体质量（x ±s，波动范围， 65.0±11.3（49.0~90.0）66.2±10.9（49.0~90.0）58.2±12.3（50.0~79.0）
kg）
体质指数（x ±s，波动范围，25.2±4.0（18.4~34.7） 25.9±3.9（18.4~34.7） 21.7±2.6（19.5~25.8）
kg/m2）

高血压〔n（%）〕

用日本 Terumo 公司生产的穿刺套装，而鼻烟壶区较狭小且其

冠状动脉介入诊疗
成功（n=29）

身高（x ±s，波动范围，m） 1.6±0.9（1.4~1.8）

吸烟〔n（%）〕

介入诊疗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选

总体
（n=34）

年龄（x ±s，波动范围，岁）67.4±8.9（49.0~86.0） 67.4±8.7（49.0~82.0） 67.8±11.2（56.0~86.0）
男性〔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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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4）

10（34.5）

套管的方法有利于使套管进入桡动脉，或可选用 Cordis 穿刺
动脉远端（鼻烟壶）较细小而导致穿刺失败率升高，因此穿
刺前可采用 B 超测量患者桡动脉远端直径，如发现桡动脉远

端较细小时则建议其改用其他穿刺路径［12］，以提高穿刺成功
率；（3）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迂曲较多见，可能会导致导
丝或导管进入不畅，改用更细的工作导丝（0.014" 或 0.018"）
可能会有帮助［13］；（4）本研究为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

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的初步尝试，术者无相应穿刺经验，

存在一定学习曲线，也因此而暂未纳入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患者。

桡动脉闭塞是常规桡动脉路径最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

为 0.8%~30.0%［14~16］，而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最大的

优点是有利于减少桡动脉损伤，避免桡动脉闭塞的发生等，
这对于需要行动静脉造瘘、采用桡动脉作为桥血管或需多次
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的患者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由于手掌
独特的解剖结构，若桡动脉远端闭塞后远端手部还可由掌浅
弓继续供血，不会引起手部缺血等并发症，因此有学者提出
经桡动脉远端逆行行桡动脉闭塞再通治疗［17］。本研究中 1 例
患者术后出现右前臂轻微出血（经局部加压包扎后好转），

1（20.0）

未见穿刺点出血、假性动脉瘤、动静脉瘘、手背及手腕肿胀 /

1（20.0）

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者术后 24 h 桡动脉远端搏动良好，未

1（20.0）

血者，临床一般采用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方法，但由于该方法

4（80.0）
1（20.0）

年国外多项研究证实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
脉介入诊疗安全、可行，且较常规桡动脉路径并发症少［3，9-10］，
本研究初步证实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

疼痛、手指感觉异常等，且成功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
出现桡动脉闭塞等并发症。

对于经桡动脉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术后穿刺部位止
阻断了手部静脉回流，因此易出现手部肿胀、麻木、疼痛等，
严重时甚至会诱发迷走反射、降低患者舒适度、使患者产生
恐惧等。由于桡动脉远端（鼻烟壶）直径、血管内压力较小，
因此采用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方法进行术后止血时所需压力较
小、止血时间较短且腕部活动不受影响，患者不易出现手部
肿胀、疼痛、麻木等，耐受性较好、舒适度较高［18-19］，本研
究中成功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

入诊疗安全、可行，提示其在国内有一定推广应用价值。

者均未出现手部肿胀、疼痛、麻木等。

烟壶）穿刺成功率为 70%~100%，不同研究报道的桡动脉远

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安全、可行，在国内人群中有一定推

本研究桡动脉远端（鼻烟壶）穿刺成功率为 91.2%（31/34），

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失败患者例数过少，

LIONTOU 等［11］进行的一项汇总研究显示，桡动脉远端（鼻

端（鼻烟壶）穿刺成功率相差较大。从穿刺成功的角度来看，
穿刺鞘管置管成功率为 85.3%（29/34）且穿刺鞘管置管成功

者均成功完成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介入
诊疗；5 例（占 14.7%）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

动脉介入诊疗失败的患者中 3 例穿刺失败、1 例穿刺成功后反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证实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
广应用价值；但本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较短且经桡动脉
无法进行统计学处理等，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
状动脉介入诊疗的适用性、失败原因及安全性等仍有待联合
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实。
作者贡献：蔡高军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研究的实施

复尝试但导丝不能送入桡动脉、1 例穿刺成功后置入鞘管时

与可行性分析，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对文章整体负责，

疼痛感明显。分析经桡动脉远端（鼻烟壶）路径行冠状动脉

监督管理；李峰、师干伟、肖建强、虞晓龙、李文华、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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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社亮、吴鹏、卢伟、黄浩敏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分析；
李峰负责撰写并修订论文；李峰、蔡高军进行结果分析与解释。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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