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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PICC 患者相关性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分析遥 方法 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诸暨市

人民医院行 PICC 的患者 413 例为研究对象袁统计发生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例数袁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PICC 患
者相关性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遥 结果 淤共纳入 413 例 PICC 置管患者袁23 例发生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袁发生率
为 5.57%遥 于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袁尖端位置位于 T4尧T5袁APACHE域跃26 分尧FIB跃4.5 g/L尧恶性肿瘤患者血栓发生

率更高渊P约0.05冤遥 盂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袁尖端位置位于 T4尧T5尧APACHE域跃26 分尧FIB跃4.5 g/L尧恶性肿瘤是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渊P约0.05冤遥 结论 PICC 患者有一定的比例发生导管相关性血栓袁尖端位置
高尧APACHE域分高尧FIB 水平高是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袁在临床工作中应根据情况积极
预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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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of PICC-related thromb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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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thrombosis associated with PICC. Methods A total of 413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ICC in People忆s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number of PICC catheter-related thrombosis cases was counted.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PICC-related thrombosis. Results 淤A total of 413 patients with PICC catheterization
were included, and 23 patients had PICC catheter-related thrombosis, with an incidence of 5.57%. 于The incidence of

thrombosis was higher in malignant tumors patients with tip position at T4, T5, APACHE域>26 points, FIB>4.5 g/L(P约

0.05). 盂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ip position at T4, T5, APACHE 域>26 points, FIB>4.5 g/L, and

malignant tumor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ICC catheter-related thrombosis(P约0.05). Conclusion PICC patients
hav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atheter-related thrombosis. High tip position, high APACHE 域 score,and high FIB level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ICC catheter -related thrombosis.In clinical work,it should be actively prevente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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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 渊Peripherally insert

发症之一袁可发生皮肤颜色改变尧面部肿胀尧疼痛尧肢

血管袁置入导管袁到达心脏附近大血管袁尖端定位于上

相关性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袁采用积极的措施进行预

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袁PICC冤是指通过外周静脉
腔静脉或锁骨下静脉的方法袁是医疗护理领域的一项

新技术袁是中心静脉输液的可靠渠道遥 导管为硅胶材
料袁具有柔软尧弹性好尧对血管刺激性小等优点袁导管
可留置较长时间袁可达数月甚至一年袁减少反复静脉

端麻木尧呼吸困难尧甚至心动过速[5-6]遥 了解PICC 导管
防袁对预防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及严重不良后
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遥 本研究探讨 PICC 导管相关

性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袁以期为临床预防尧诊断及治
疗提供参考袁现报道如下遥

穿刺的痛苦袁且不会影响肢体互动袁日常生活不受影响袁
并且导管不会影响肢体活动袁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1-2]遥
PICC 为治疗提供可靠的静脉通路袁提高输液安全性袁
但也具有一定的并发症袁如穿破血管尧送管不畅尧误伤

遥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是严重并

[3-4]

动脉尧血栓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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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诸暨市人民

医院行 PICC 的患者 413 例为研究对象遥 纳入标准[7]院

年龄逸18 周岁曰神志清袁认知功能正常袁听力正常袁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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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及上肢无明显急性袁无 PICC 禁忌证遥 排除标准院有

目的位置遥撤出支撑导丝遥连接注射器袁抽吸至回血并

不能合作袁穿刺部位附近有感染袁既往有血管外伤史袁

查袁确定导管尖端位置达到目的位置遥

严重出血性疾病袁有明显的上腔静脉压迫症状袁烦躁袁
对导管过敏者袁对贴膜过敏者袁不愿行 PICC 置管者遥

冲洗每一个腔袁保证通畅遥 置管完成后袁行胸部 DR 检
1.3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诊断[8]

淤沿导管置管镜面出现红肿尧压痛尧穿刺侧肢体

根据患者置管后是否发生相关性血栓进行分组遥
1.2 置管方法

水肿周径增加尧静脉高压曰于超声检查结果袁静脉管腔

在插管入点上方扎止血带袁根据静脉显露情况选

增加袁腔内可见实体回声袁加压时管腔不变形曰彩色超

择血管袁选择穿刺静脉袁首选肘部贵要静脉袁其次为肘

声显示袁彩色血流变细袁充盈缺损或绕行袁完全阻塞是

正中静脉尧头静脉遥 患者穿刺侧的手臂与身体呈 90毅

病变部位无血流信号曰盂D-D 二聚体渊DD冤动态监测

角袁测量自插入点至锁骨头然后垂直向下至第三肋间

显示袁其在早期升高袁呈阳性袁血栓稳定后袁可转阴遥

的距离袁选择合适的导管长度遥 预冲管袁将预先充好肝

1.4 观察指标

根据患者是否发生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分为血

素/盐水的注射器链接到导管延伸部分袁 用无菌生理
盐水或肝素盐水预冲导管袁并湿化支撑导丝袁在操作

栓形成组与对照组袁统计血栓发生率遥 记录患者一般

过程中注意保持注射器连接于导管遥 修正导管长度遥

资料及临床资料袁包括性别尧年龄尧穿刺肢体尧尖端位

建立消毒区袁根据无菌操作程序袁局部消毒遥 在预定插
入点上方扎止血带袁铺手术巾袁暴露预定穿刺部位遥 静
脉穿刺袁穿刺成功后袁观察回血袁保持针的位置袁向前

置尧MAP尧APACHE 域评分尧FIB 水平尧是否用血管活性
药物尧是否机械性预防 DVT尧导管类型遥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遥 计

推进插管鞘袁进入血管遥 保持插管鞘位置固定袁轻压插
入点处血管上方止血袁松开止血带袁从插管鞘内撤出
穿刺针遥 将导管插入插管鞘袁缓慢推进导管袁当导管头

部被推进至少 10 cm 后袁撤出插管鞘袁离开插入点袁撕

量资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用[n渊%冤]

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
析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开插管鞘袁使其脱离导管遥 推进至中心静脉袁当其头部

到达患者肩部时袁嘱咐患者将头部贴近肩部袁并转头

2 结果

向插管入点处袁以防止误插入颈静脉的可能袁继续推

2.1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发生率

进导管袁保持臂与身体呈 90毅袁直至完全将导管推进到

共纳入 413 例 PICC 置管患者袁23 例发生 PICC

表 1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因素
性别[n渊%冤]

男
女

年龄[n渊%冤]

约45 岁

穿刺肢体[n渊%冤]

左上肢

逸45 岁

MAP渊x依s袁mmHg冤
糖尿病[n渊%冤]

PLT渊x依s袁g/L冤

对照组渊n=390冤

162

15渊65.22冤
8渊34.78冤

236渊60.51冤

7渊30.43冤

251
134

跃0.05

165渊42.31冤

2.355

跃0.05

21渊5.38冤

15.235

约0.05

83.30依4.80

0.193

跃0.05

58渊14.87冤

2.086

跃0.05

188.40依26.70

186.40依23.40

0.395

跃0.05

30.60依3.50

31.00依2.60

0.702

跃0.05

386

17渊73.91冤

369渊94.62冤

是

48

4渊17.39冤

44渊11.28冤

是
否

27

6渊26.09冤
6渊26.09冤

83.10依5.40

346渊88.72冤

349

17渊73.91冤

332渊85.13冤

臆26 分

312

FIB[n渊%冤]

臆4.5 g/L

221

跃4.5 g/L

恶性肿瘤
其他

225渊57.69冤

19渊82.61冤

64

6渊26.09冤

7.60依2.00

跃26 分

263渊67.44冤

365

APACHE域[n渊%冤]

疾病类型[n渊%冤]

0.045

T6耀T8

DD渊x依s袁mg/L冤

清蛋白渊x依s袁g/L冤

127渊32.56冤

154渊39.49冤

17渊73.91冤

T4尧T5

101

7.20依1.80

0.789

1.029

跃0.05

299渊76.67冤

5渊21.74冤

215渊55.13冤

9.812

约0.05

14渊60.87冤

142渊36.41冤

5.528

约0.05

10渊43.48冤
18渊75.26冤

257

9渊39.13冤

91渊23.33冤

175渊44.87冤
248渊63.59冤

4.771

跃0.05

13渊56.52冤

192
156

P值

跃0.05

242

171

字2/t 值
0.202

16渊69.57冤

否
高血压[n渊%冤]

血栓形成组渊n=23冤

279

右上肢
尖端位置[n渊%冤]

n

约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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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因素

茁

SE

W ald

P值

OR

尖端位置 T4尧T5

1.362

0.331

16.932

约0.05

3.904

FIB跃4.5 g/L

1.614

0.408

15.649

约0.05

5.023

APACHE域跃26 分

2.012
1.120

恶性肿瘤

0.883

5.192

0.302

13.754

导管相关性血栓袁发生率为 5.57%遥

约0.05
约0.05

95%CI

1.883耀6.642

7.478

3.329耀10.642

3.065

1.437耀6.044

3.163耀7.713

所在血管直径的一半时袁 就会显著影响血流动力学袁

2.2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袁 尖端位置位于 T4尧T5袁A鄄

PACHE域跃26 分尧FIB跃4.5 g/L尧恶性肿瘤患者血栓发
生率更高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2.3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袁尖端位置 T4尧T5袁APACHE

域跃26 分尧FIB跃4.5 g/L尧恶性肿瘤是 PICC 导管相关性
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并导致该区域血流淤滞[14-15]遥 导管材质及组织相容性

与血栓的发生密切相关遥 既往有研究[16]比较了不同公
司生产的 PICC 导管血栓形成风险袁 结果显示即便材
料均为硅胶袁也存在不同的风险袁认为与血管内径有

关袁内径越大袁对血管壁的刺激也越大遥 外径相同的情
况下袁 不同内径导管引起的血流减少率有显著差异袁
内径越大袁血流越慢遥 研究显示袁聚氨酯和硅胶材料导
致血栓损伤和继发感染的比例明显低于聚氯乙烯尧聚
乙烯材料遥 既往研究显示[17]袁导管尖端位置也是影响

3 讨论

PICC 可以将药物输注在血流量大尧流速快的中

心静脉中袁避免因长期输血或输注高浓度尧强刺激性
药物对血管的损害袁减轻因反复穿刺给患者带来的痛

苦袁保证治疗顺利进行遥 PICC 具有插管迅速方便袁操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的因素之一遥

本研究中袁导管尖端位置较高的患者 PICC 发生

率较高遥 一般认为袁导管尖端位置位于上腔静脉下 1/3
时袁血流量大袁血栓发生率相对较低遥 一般认为袁上腔

静脉和右心房连接处是导管尖端最佳位置袁而导管尖

作相对简单袁插管后容易护理袁不会发生严重的血胸尧

端位于锁骨下静脉和头静脉时袁其血栓形成的几率要

气胸的并发症袁可用于所有输液治疗袁避免患者每天

比上腔静脉高遥 注入药物的性质也是血栓形成的主要

输液穿刺带来的痛苦袁同时不限制患者活动袁患者容

因素之一袁高渗性尧刺激性尧腐蚀性尧强酸尧强碱可加重

易接受遥但 PICC 也存在一些风险袁例如一过性插管后

内皮损伤的风险袁从而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遥 本研究

可能发生静脉炎袁插管部位出血袁术中术后插管部位

中袁恶性肿瘤是危险因素之一袁考虑除了与患者本身

疼痛袁导管进入颈外静脉袁血栓形成等遥 其中血栓形成

疾病有关外袁可能与输入化疗药物具有较强的刺激性

是较为严重的并发症袁有报道袁PICC 相关上肢静脉血

也有一定的关系遥 另外袁穿刺处感染是导致静脉血栓

栓具有较高的肺栓塞风险袁严重者可危及生命遥 各种

形成的重要因素袁 而恶性肿瘤患者本身免疫功能低

原因导致的血管损伤尧血流淤滞尧高凝状态均会导致

下袁白细胞计数下降袁容易发生感染袁增加血栓形成风

血栓形成遥 导管相关性血栓是指导管外壁或导管内壁
血凝块的形成袁是血管内置导管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遥

PICC 导管作为异物袁可直接引起血管内膜损伤袁

触发血栓形成过程遥 在血管壁受损等外部因素作用下袁
组织因子被激活袁内皮细胞抗血栓能力减弱袁导致血
栓形成

遥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的机制因素包括穿

[9-10]

刺针对血管壁的损伤袁防止导管所致的血流淤滞或闭
塞袁导管尖端位置袁导管材料袁注入药物的性质等

遥

[11-12]

静脉穿刺和导管置入可以直接剥离内皮细胞导致内
皮损伤袁管尖与血管内皮直接接触袁在呼吸和肢体运

动时持续刺激血管内皮 遥 另外袁高输注速率可能也
[13]

是导致血栓形成的机制之一袁当液体输注速度对于所

险遥 叶冠军等[18]对 1008 例 PICC 患者进行观察袁其中
45 例发生血栓袁发生率为 4.46%袁15 例发生相关血流

感染袁感染率为 1.49%曰不同导管留置时间患者血流
感染发生率存在差异袁 而回归分析显示袁 穿刺静脉袁

FIB 含量是血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袁而长时间 PICC
留置是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遥 本次研究与其结果
相似袁FIB 是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遥

FIB 是一种蛋白质袁能够溶解于水袁是一种由肝脏合

成的具有凝血功能的蛋白质袁是凝血过程尧血栓形成
过程中的重要物质袁纤维蛋白是在凝血过程中袁凝血
酶切除血纤蛋白原中的血纤肽 A 和 B 而生成的单体

蛋白质遥 高纤维蛋白原是各种血栓性疾病重要危险因

在血管直径来说比较高时袁会产生一种压力阻碍血液

素袁在临床中被认为是疾病状态的标志物遥 纤维蛋白

回流袁 并导致该置管静脉远端引流区域的血液淤滞遥

水平升高袁提示患者本身存在高凝状态袁容易发生导

导管直径的大小也可直接产生影响袁当导管直径超过

管相关性血栓形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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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 为临床输液提供了便利袁 但也存在血栓形

成的并发症袁在临床工作中袁应根据可能存在的高危

因素袁进行有针对性地预防袁以降低血栓形成风险袁提
高应用安全性[19]遥高丽霞等[20]研究显示袁血栓弹力图可
以辅助预测 PICC 相关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袁 敏感性

为 84.6%袁特异性 79.2%袁Y ouden 指数跃0.242遥 除了对
患者本身情况进行评估外袁还应采取措施袁减少血栓

形成的诱因袁合理选择导管袁选择最佳穿刺部位袁加强
置管期间的导管护理袁中断输液时袁用淡肝素盐水封
管曰置管期间袁应定期进行血栓检查袁确定无症状和有
症状血栓的发生袁使 PICC 置管术能够更好地应用于
临床[21-22]遥

综上所述袁PICC 患者有一定的比例发生导管相

PICC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袁在临床
工作中袁应根据情况积极预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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