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科研究·

SYSTEMS MEDICINE 系统医学

系统医学 2017年 5月第 2卷第 9期

目前在临床中,下肢静脉曲张属于较为常见的疾 病之一,此外该疾病属于外科血管疾病之一,具有较

高的发病概率[1-2]。患者的病情会随着病程的严长而不

断加重,如果患者不及时接受有效的治疗,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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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投影式血管成像仪非接触式定位下聚桂醇泡沫硬化剂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

取该院在 2015年 10月—2016年 10月收治的 60例下肢静脉曲张患者来进行研究,随机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个小组均有 30例患者。 对照组采用传统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点状抽剥术来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局部

麻醉大隐静脉高位结扎联合投影式血管成像仪非接触式定位下聚桂醇泡沫硬化剂来进行治疗。 对比两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并发症发生概率、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早期下床活动时间、患肢美观度。 结果 观察

组的治疗总有效率(96.67%)、并发症发生概率(3.33%)、患肢美观程度(93.33%)、手术时间(23.47±2.06)min、住院

时间 (4.25±1.38)d、 术中出血量 (9.76±1.64)mL、 早期下床活动时间 (0.94±0.20)h均优于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

(66.67%)、并发症发生概率(20.00%)、患肢美观程度(63.33%)、手术时间(56.15±5.12)min、住院时间(10.01±3.17)d、
术中出血量(33.64±5.02)mL、早期下床活动时间(3.45±0.68)h,并且两组的结果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投影式血管成像仪非接触式定位下聚桂醇泡沫硬化剂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临床效果显著, 值得在

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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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gol under the Non-contact Positioning in Treatment of Lower Ex-
tremity Varicose Ul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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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rojection angiography foam sclerotherapy with lauromacrogol
under the non-contact positioning in treatment of lower extremity varicose ulcer. Methods 6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lower extremity varicose ulcer admitt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5 to October 2016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 cases in each,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high ligation of
the great saphenous vein and pointed phlebectomy,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local anesthesia high liga-
tion of the great saphenous vein and projection angiography foam sclerotherapy with lauromacrogol under the non-con-
tact positioning, and the total treatment effective rat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operation time, length of
stay,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amount, early time to get out of bed and aesthetic degree of affected limb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treatment effective rat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aesthetic
degree of affected limbs, operation time, length of stay,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amount and early time to get out of bed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96.67%, 3.33%, 93.33%, (23.47±2.06)min, (4.25±1.38)d, (9.76±1.64)mL,
(0.94±0.20)h vs 66.67%, 20.00%, 63.33%, (56.15±5.12)min, (10.01±3.17)d, (33.64±5.02)mL, (3.45±0.68)h],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rojection angiography foam
sclerotherapy with lauromacrogol under the non-contact positioning in treatment of lower extremity varicose ulcer is
obvious, which is worth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Projection angiography foam sclerotherapy; Non -contact positioning; Polyurethane foam hardener;
Treatment of lower extremity varicose ulcer;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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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血栓性浅静脉炎、皮炎、静脉性溃疡以及色素沉

着等严重的并发症,会对患者的正常生活产生严重的

不良影响。 近年来,由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的数量不

断增加,该疾病已经成为临床中关注的焦点。 就目前

而言,临床中较常使用的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其中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离术属于该疾病的常规治疗手

段[3-4],虽然常规治疗手段能够让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

一定的缓解,但是患者需要承受的手术创伤相对较

大,术后所需恢复时间相对较长并且疾病比较容易复

发。近年来,随着微创手术在临床中的广泛使用,泡沫

硬化剂聚桂醇随之得到广泛的应用。相关临床研究表

明,该种微创治疗手段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能够有

效缓解患者的疾病状况[5]。因此,该文主要对投影式血

管成像仪非接触式定位下聚桂醇泡沫硬化剂治疗下

肢静脉曲张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探究,研究对象为该

院 2015年 10月—2016年 10月收治的 60例下肢静

脉曲张患者,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在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收治

的 60例下肢静脉曲张患者来进行研究, 随机将患者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个小组均有 30例患者。其中

对照组有男性 10例,有女性 20例,患者的年龄范围

在 35~7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4.35±2.71)岁;病程为

1~25年,平均病程为(13.24±0.46)年。双侧有 7例,单
左侧有 15例,单右侧有 8例。观察组有男性 11例,有
女性 19例,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34~70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52.46±2.61)岁;双侧有 6例,单左侧有 17例,单
右侧有 7例; 病程为 1~27年, 平均病程为 (13.79±
0.52)年。 通过比较两个小组的一般资料可知,产生的

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点状抽剥

术来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局部麻醉大隐静脉高位结

扎联合投影式血管成像仪非接触式定位下聚桂醇泡

沫硬化剂来进行治疗。对照组:首先需要准备剥脱器、
弹力绷带以及相应的血管手术器械。对患者的患处进

行剥离手术,剥离成功后为患者缝合。观察组:首先需

要进行下肢深静脉超声检查, 用浓度为 2%的利多卡

因(国药准字 H31020487)来进行局部麻醉,为患者准

备适合的弹力袜,准备好聚桂醇(国药准字 H2008
0445)注射液以及中科微光血管成像仪。 让患者行平

卧位,密切观察患者的血压、心电图以及氧饱和度等

生命体征。 将 2 mL浓度为 1%的聚桂醇加入 8 mL空
气。 将其经充分混合为 10 mL泡沫硬化剂,主要采用

Tessari法来进行现场配置。对患者实施局部麻醉来进

行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将大隐静脉的主干刺穿,并且

将泡沫硬化剂闭塞患者大腿的大隐静脉主干,随后在

投影式血管成像仪定位的基础上,将泡沫硬化剂注射

进患者的小腿部分的大、 小隐静脉以及曲张浅静脉。
在该次的治疗过程中,投影式血管成像仪的主要工作

原理为,因为人体血管中的血红蛋白对红外线的吸收

程度与其周边组织吸收红外线的程度不同,将采集到

的红外光(红外线辐射量小于 200 μW/m2、红外线波

长为 940 mm&850 nm),通过有效的处理之后,将其

投影于患者的皮肤表面, 将患者皮下 10 mm的浅表

血管显示出来, 随后将投影投至患者即将刺穿的皮

肤, 患者的血管通常是采用绿色或者浅黑色来表示。
在确定患者血管具体位置之后,将空气与泡沫硬化剂

以 4:1的比例来进行混合,应用三通管来反复推注制

出优质泡沫,随后使用注射头皮针在患者的曲张静脉

位置选取远心端进行刺穿在回抽有血之后,将泡沫注

入让患者的局部病灶硬化、萎缩。以血管成像仪标记

作为标准,分 6次注射泡沫硬化剂,让患者曲张静脉

完全塌陷,局部触摸呈现握雪感即可。对患者的刺穿

点进行酒精消毒,帮助患者穿上静脉弹力袜。手术结

束后立即让患者将患肢抬高,在病床上平卧 10 min,
下床进行活动 30 min。 手术结束后,观察组与对照

组均服用地奥司明(国药准字 H20066737)(2 次/d,
500 mg/d)以及阿司匹林(国药准字 H51021360)
(1次/d,100 mg/d)。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并发症发生概率

(色素沉着、静脉炎、胸闷咳嗽)、手术时间、住院时间、
术中出血量、早期下床活动时间、患肢美观度。
1.4 统计方法

用 SPSS 13.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x±s)表示计

量资料,t检验,χ2检验计数资料,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血

量、早期下床活动时间

表 1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
中出血量、早期下床活动时间均优于对照组,两个小

组之间产生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早期下床活

动时间(x±s)

组别
手术时间

(min) 住院时间(d) 术中出血量

(mL)
早期下床活

动时间(h)
对照组(n=30)
观察组(n=30)
t
P

56.15±5.12
23.47±2.06
10.84
<0.05

10.01±3.17
4.25±1.38
3.08
<0.05

33.64±5.02
9.76±1.64
8.09
<0.05

3.45±0.68
0.94±0.20
6.2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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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6.67%,对照组患

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66.67%,两个小组之间的数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02,P<0.05)。 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n(%)]

2.3 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概率

对照组:色素沉着患者有 1例(3.33%)、静脉炎患

者有 2例(6.67%)、胸闷咳嗽患者有 3 例(10.00%),
并发症发生概率为 20.00%;观察组胸闷咳嗽患者有 1
例(3.33%),该组患者并未出现其他并发症,并发症发

生概率为 3.33%。两个研究小组之间产生的数据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4.04,P<0.05)。
2.4 对比两组患者的患肢美观程度

在患者治疗后, 发现对照组患者患肢美观度为

63.33%,优有 9例(30.00%),良有 10例(33.33%),差
有 11例(36.67%);观察组患肢美观度为 93.33%,优
有 13 例(43.33%),良有 15 例(50.00%),差有 2 例

(6.67%), 两个小组之间产生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7.95,P<0.05)。
3 讨论

下肢静脉曲张主要是因为下肢静脉系统的血液

回流时发生障碍,致使静脉内血压升高,导致患者的

浅静脉在重大的压力下不断发生伸长、扩张,又因为

患者浅静脉遭受其周边组织的限制, 终形成蚯蚓状

迂曲成团的形态[6]。 虽然临床中较常使用的传统方法

能够起到根治的效果,但是因为该种治疗手段会对患

者产生较大的创伤,对患者腿部的美观产生一定的影

响[7]。因此,近年来临床中开始使用泡沫硬化疗法来为

下肢静脉曲张患者进行治疗。该种治疗方法使用的手

术时间相对较短,产生的费用相对较少,对患者产生

的创伤小等,有利于患者的健康恢复,且不影响患者

腿部美观。聚桂醇硬化剂与传统的硬化剂的区别为前

者属于微创手术、产生的痛苦小、健康恢复快速、减少

患者不良反应、并发症的发生概率[8]。目前临床中通常

采用投影式血管成像仪与聚桂醇泡沫硬化剂来为下

肢静脉曲张患者进行治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血

管重叠,能够为医生提供清楚的影像,并且能够对聚

桂醇泡沫硬化剂的注射量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能够

实现精确治疗[9]。 张万高等[10]研究人员研究得出的结

果为,顺行组的平均手术时间为 30 min,逆行组的手

术时间为 45 min, 两个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该院观察组的手术时间为(23.47±2.06)min,对
照组的手术时间为(56.15±5.12)min,两个小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可知,投影式血管成像仪非接触式定位

下聚桂醇泡沫硬化剂治疗下肢静脉曲张能够有效降

低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概率、缩短手术时间,并且不影

响患者的腿部美观,从而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由此可知,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

中出血量、早期下床活动时间均优于对照组,两个小

组之间产生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6.67%, 对照组患者的治

疗总有效率为 66.67%, 两个小组之间的数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9.02,P<0.05);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

发生概率为 3.33%,对照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概率为

20.00%,两个小组之间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04,P<0.05); 观察组患者的患肢美观度为93.33%,对
照组患者的患肢美观度为 63.33%, 两个小组之间的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95,P<0.05)。
综上所述,投影式血管成像仪非接触式定位下聚

桂醇泡沫硬化剂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临床治疗效果

显著,能够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提升患肢的美观程

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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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总有效率

对照组 30
观察组 30
χ2
P

9(30.00)
13(43.34)

11(36.67)
16(53.33)

10(33.33)
1(3.33)

20(66.67)
29(96.67)
9.02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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