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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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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影响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相关因素与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

收治的患者 85 例，回顾性研究 85 例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分析相关因素及其与预后之间的关系。
结果：本组 85 例中治愈 46 例，占 54.1%，死亡 36 例，占 45.9%。死亡组中病程 >6 h、有腹膜炎、主干栓塞、未保留导管
溶栓、未手术患者的比例高于治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的年龄、性别及有无合并症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结论：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以老年患者为主，预后极差。对合并有心血管疾病的外科腹痛，“症状与体征
不符”时，需要高度怀疑肠系膜血管病，高度重视腹部强化 CT 检查。介入溶栓及外科手术治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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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gnostic Factors of Acute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Embolism

MA Shao-jun, YAO Xin,
ZHENG Chen, et al. Interventional Vascular Department, Nankai Hospital, 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ed factors and prognosis of acute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embolism. Methods 85 patients with acute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embolism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the clinical data of 85 patients with
acute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embolism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46 cases were cured,
accounting for 54.1%, 36 cases died, accounting for 45.9%. In the death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course of disease>6 h, peritonitis, main artery embolism, thrombolysis without catheter reservation, and
no oper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ur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ﬁcant difference in age, gend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Conclusion Acute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embolism is mainl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oor
prognosis. For surgical abdominal pain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hen the symptoms and signs are not
consistent, we need to highly suspect mesenteric vascular disease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bdominal
enhanced CT examination. Interventional thrombolysis and surgical treatment were effective.
Key words: Acute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embolism; prognosis analysis; interventional thrombolysis
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acute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embolism, ASMAE) 是临床上较凶险的
急腹症之一，是缺血性肠病中最严重的一类，占
缺血性肠病的 50% 左右，占急腹症就诊人数的
1%~2%[1-2]。因临床症状与体征不符，首次就诊
确 诊 率 极 低， 误 诊 率 高 达 50%~60%[3]， 如 延 误
诊治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病情迅速发展并恶化，
临 床 病 死 率 高 达 50%~70%[4]， 并 极 易 引 起 医 疗
天津市南开医院（天津 300193）
通信作者：马少军，E-mail:zh_wshj@126.com

纠纷 [5]。随着老龄化及心脑血管疾病人数的增加，
肠系膜血管病尤其是肠系膜上动脉栓塞的确诊人
数在逐年增加，由于存在误诊情况，实际确诊人
数可能更多。目前对于肠系膜上动脉栓塞预后的
相关影响因素，国内未见有系统分析报道。我院
以急腹症为主要特色，肠系膜血管病就诊比例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 年我院肠系膜血管病占全
部外科急诊腹痛就诊人数的 8% 左右）。本文通过
对近 5 年我院收治的 85 例 ASMAE 患者进行回顾
性研究，分析肠系膜上动脉栓塞的发病特点、诊
治过程及预后相关因素，以期帮助临床医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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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肠系膜上动脉栓塞的认识，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 2015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收治的 ASMAE 患者 85 例，均经腹部强化
CT 或者 DSA 确诊。其中男 49 例，女 36 例。年
龄 51~87 岁，平均（70.73±8.74）岁。
1.2 实验室检查 所有患者均行血尿便常规、生
化全项、凝血功能及心电图等检查。
1.3 治疗方法
1.3.1 一般治疗 禁食水、胃肠减压、前列地尔
扩张微小动脉血管及补液维持水电酸碱平衡等，
视感染情况酌情使用抗生素。
1.3.2 抗凝治疗 无明显出血倾向及严重凝血功
能障碍，给予伊诺 肝 素 抗 凝 治 疗（40 mg/ 次，2
次 /d），保留导管溶栓患者，改用肝素钠注射液 8
000~12 500 单位持续泵入。并监测凝血功能变化。
1.3.3 介入溶栓治疗 行肠系膜上动脉造影、间
接门静脉造影。根据术中造影结果，行术中溶栓、
一次性机械性抽栓、术中溶栓 + 保留导管溶栓治疗。
介入术中给予尿激酶 20 万 ~40 万单位缓慢推注溶
栓（尿激酶 10 万单位配 10 mL 水，每 15min 脉冲
式推注 20 mL），如仍有充盈缺损表现，则保留溶
栓导管，每日给予尿激酶 60 万 ~80 万单位经导管
持续泵入，维持 24 h，72 h 内复查造影。
表1
指标

1.4 外科手术治疗 术式有剖腹探查术、部分肠
切除术（1 期吻合）及肠造瘘术等。
1.5 指标收集 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性别、年
龄）、腹膜炎情况、发病病程、心血管合并症、栓
塞部位、介入溶栓情况、外科手术及预后等。其
中腹膜炎情况依据体征表现，即腹部压痛伴反跳
痛、肌紧张；发病病程分发病 6 h 以内和 6 h 以上；
心血管合并症主要包括：房颤、冠心病、心肌梗死、
心脏瓣膜病、室壁瘤、脑梗塞等；栓塞部位分为主
干（近、中段主干）和非主干（主干远端或分支）；
预后分治愈和死亡。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以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表示，比较采用 χ 2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组 85 例患者中治愈 46 例，治愈率 54.1%，
死亡 39 例，病死率 45.9% ；其他临床资料见表 1。
死亡组中病程＞ 6 h、有腹膜炎、主干栓塞、未保
留导管溶栓、未手术患者的比例高于治愈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的年龄、性别及
有无合并症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
表 2。

85 例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患者的一般资料
例（%）

病程（h）

指标

例（%）

是否介入保留导管溶栓

≤6

34（40.0）

是

54（63.5）

＞6

51（60.0）

否

31（36.5）

腹膜炎

是否手术

有

42（49.4）

是

38（44.7）

无

43（50.6）

否

47（55.3）

合并症（心血管病）

预后

有

73（85.9）

治愈

49（57.6）

无

12（14.1）

死亡

36（42.4）

栓塞部位

3

主干（近、中段主干）

52（61.2）

非主干（主干远端或分支）

33（38.8）

讨论
ASMAE 是由于肠系膜上动脉突发阻塞，导致
肠管供血中断，引起肠管缺血灌注不足，甚至坏死、
穿孔，从而继发炎性渗出、急性腹膜炎、腹腔感

染，脓毒血症的临床急危重症，临床病死率高达
70%~90%。这与 ASMAE 早期症状不典型，病情
进展迅速，患者就诊时往往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密
切相关。ASMAE 的腹痛症状与急性胰腺炎、肠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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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指标
年龄（岁）

治愈组与死亡组患者的比较

治愈组（n =46）

死亡组（n =39）

t /χ2 值

P值

67.55±8.58

75.06±7.02

0.756

0.873

0.012

0.526

17.309

<0.001

37.028

<0.001

3.271

0.096

26.184

<0.001

7.327

0.031

20.150

0.001

性别
男

26（56.5）

23（59.0）

女

20（43.5）

16（41.0）

病程
≤6h

30（65.2）

4（10.3）

＞6h

16（34.8）

35（89.7）

腹膜炎
有

9（19.6）

35（89.7）

无

37（80.4）

4（10.3）

合并症
有

33（71.7）

36（92.3）

无

13（28.3）

3（7.7）

栓塞部位
主干

16（34.8）

36（92.3）

非主干

30（65.2）

3（7.7）

是否保留导管溶栓
是

37（80.4）

17（43.6）

否

9（19.6）

22（56.4）

是否手术
是

27（58.7）

11（28.2）

否

19（41.3）

28（71.9）

阻、急性胆管炎等的临床表现类似。实验室检查
同样缺乏特异性的敏感指标，因此临床诊断困难，
常在病情发展到肠管坏死时才得以诊断。但其早
期具有“症状和体征不相符合”的特点，是诊断
的重要线索。因此，及时有效的治疗是降低病死
率的关键。本研究 85 例患者治愈 46 例，治愈率
54.1%，死亡 39 例，病死率 45.9%。病死率低于
文献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我院以急腹症为主
要特色，随着腹痛相关专科中心的建立，ASMAE
患者就诊治疗时间明显缩短，大大减少因延误导
致的死亡比例；二是多学科会诊制度（MDT），给
予患者更合理的治疗，包括急诊、影像、心内、
介入、普外、重症科等多学科的会诊，梳理患者
信息，及时得到准确判断病情，优化治疗方案，
可以明显改善预后。来自于心脏的栓子一旦堵塞
动脉入口处，可引起 Treitz 韧带以下全部小肠及右
半结肠的缺血坏死，此时很难有侧支血管形成代

偿。尤其是老年患者，痛阈较高，临床并不表现
为剧烈的腹痛症状，一般以躁动为主要表现形式，
此时易忽略 ASMAE 情况。
本组 ASMAE 患者平均年龄 70.73 岁，其中男
性 49 例， 占 57.6%， 女 性 36 例， 占 42.4%， 男
性死亡 23 例，女性死亡 16 例，治愈组与死亡组
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者以老年人为主，
这与目前社会老龄化有关。随着患者年龄增加，
免疫功能下降，在全身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动脉
狭窄等病变基础上，伴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吸烟等因素诱发本病，所以严格戒烟、控制血糖、
血压、降低血脂，定期体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是预防本病发生的关键。
本 研 究 85 例 患 者， 病 程 ≤ 6 h 34 例， 占
40%，其中治愈 20 例，死亡 4 例；病程＞ 6 h 51 例，
占 60%。其中死亡 35 例，治愈 16 例，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有腹膜炎 42 例，占 49.4% ；无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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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炎 43 例，占 50.6%，有腹膜炎治愈仅有 9 例，
死亡高达 35 例，无腹膜炎治愈 37 例，死亡仅有 4 例。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来到我院急诊之前，多数
病例已经出现延误诊治，存在腹痛持续加重情况，
研究发现小肠耐受缺血缺氧的时间通常为 6 h[6]，
若超过 6 h 小肠受酸性代谢产物堆积、肠黏膜屏
障破坏、肠道内细菌大量移位、缺血再灌注损伤
等因素影响 [7]，肠黏膜不易耐受缺血而坏死脱落，
继而肠壁血液瘀滞、充血、水肿、血浆渗至肠壁，
大量血性液体渗出肠腔和腹腔，循环血容量锐减，
肠道细菌和毒素被吸收，造成低血容量，感染中
毒性休克，病情迅速恶化 [8]。本研究发病在 6 h 以
内的患者只占 40%，直接导致 45.9% 的患者在后
续诊治过程中死亡。相当一部分患者在急诊就诊
过程中未在第一时间行腹部强化 CT 确诊此病，而
仅仅行腹部 CT 平扫并不能发现肠系膜上动脉血管
异常情况，所以加强区域性腹痛中心建设，建立
绿色通道，缩短急诊救治过程是当务之急。
本研究共有 69 例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占比
85.9%，其中合并症病例治愈 33 例，死亡 36 例，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大部分患者伴有
心血管疾病，实际情况可能更高，因为一些隐匿
的心脏问题往往被疏忽，或者患者及家属从未就
诊确诊过，这与东方人“隐忍”的性格特点有关。
研究发现 ASMAE 的主要高危因素是心脏房颤和
瓣膜病变。栓子主要来源于心脏，常见于房颤、
风心病、心梗后的附壁血栓，其中多数为心房内
血凝块，其次是脱落的主动脉硬化斑块、动脉瘤
附壁血栓脱落等 [9]。脱落的栓子为什么会进入肠
系膜上动脉？这其中包含两个原因，一是血管解
剖因素 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处宽大且与主动脉成锐
角过小，血流与主动脉血流方向一致，栓子容易
进入肠系膜上动脉；二是肠系膜上动脉一般有慢性
动脉硬化闭塞，管壁有阶段性狭窄病史，栓塞一
般好发于结肠中动脉和第一、第二空肠远侧与肠
系膜上动脉主干分叉处，也好发于动脉硬化狭窄
部 [10]。所以对于有冠心病，心律失常特别是心房
颤动、心脏瓣膜病，风湿性心脏病，双下肢动脉
栓塞病史者突发剧烈腹痛，应高度怀疑，提高警惕，
早期排除肠系膜动脉栓塞可能。
本研究 85 例患者，其中栓塞位于主干（近、
中段主干）52 例，占 61.2%，非主干（主干远端
或分支）33 例，
占 38.8%，其中位于主干治愈 16 例，
死亡 36 例，非主干治愈 30 例，死亡 3 例，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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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有极显著差异。栓子一旦堵塞主干，缺血的
小肠范围广泛，甚至出现大面积肠坏死，病死率
较高，位于主干远端或者分支动脉的栓塞，小肠
缺血范围小，且可经近端小肠分支血管远端二级、
三级吻合弓代偿，不容易出现肠坏死，经溶栓治
疗预后往往较好。Brabury 等 [11] 认为栓塞部位大
约 50% 发生在 SMA 的第一分支，即结肠中动脉，
30% 发生于 SMA 的起始部位。因此，栓塞的形成
会导致大面积的肠壁缺血，尤其是细菌含量多的
结肠，肠黏膜屏障受损，使得细菌大量移位，导
致病情迅速恶化。所以本研究位于主干近端的栓
塞，患者腹痛症状更重，疼痛范围更大，预后亦
更差。位于主干的病死率高达 42.3%，而且脱落
的栓子往往以斑块多见，取栓、溶栓效果差，临
床大夫要有预后不佳的心理预期。本研究 85 例患
者， 其 中 行 介 入 溶 栓 治 疗 54 例， 占 63.5%， 未
溶栓 31 例，占 36.5%，溶栓患者治愈 37 例，死
亡 17 例，未溶栓患者治愈 9 例，死亡 22 例，两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介入溶栓时，需要尝试用
导丝开通栓塞远端并造影，以确定远端及末梢血
管染色是否正常，延迟造影确定肠管染色是否有
缺损，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回流是否正常，通
常在术中予尿激酶（20~50）万单位冲击治疗。溶
栓导管植入一般不宜过深，以栓塞近端为主，保
留导管后，每天给予尿激酶（30~40）万单位，一
天两次，肝素钠注射液持续维持，隔天复查造影，
并密切观察患者凝血功能、血常规、生命体征变
化，以确定是否需要拔管、继续溶栓还是手术探查。
研究表明 SMA 栓塞后肠缺血的耐受时间为 12 h。
在发病 12 h 以内、无明显腹膜刺激征、病变位于
主干或主要分支的 ASMAE 患者若无抗凝溶栓禁
忌可行置管溶栓术。对于 ASMAE 栓子为心源性
陈旧性血栓，可在血管腔内行取栓术联合置管溶
栓术，提高溶栓效果。同时，术后要严密观察腹
部症状，一旦出现肠坏死征象，需及时果断地进
行剖腹探查，切除坏死的肠管 [12]。在许多临床中心，
选择性 SMA 导管内溶栓已成为 ASMAE 的首选初
始治疗手段，特别是对一些 SMA 末梢栓塞患者，
无论是手术取栓、血管旁路移植还是支架植入均
很难开通远端血管，而导管溶栓可以取得很好效
果。但导管溶栓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及时清除
血栓恢复血供。曾昭凡等 [13] 认为对于将要坏死的
肠管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应视情况
结合“血栓抽吸技术”，尽早清除 SMA 主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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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血栓或不易被溶解的“混合性栓子”，从而开通
主干动脉，剩余的血栓则留置导管继续溶栓，以
最大限度地恢复肠管血供。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所
致的狭窄或闭塞引起的血栓形成，溶栓后再行球
囊扩张及支架植入成形可立刻开通主干血管，恢
复肠管血供，可很好地缓解患者症状。
本研究 85 例患者，其中手术 38 例，占 44.7% ；
非手术 47 例，占 55.3%，手术患者中治愈 27 例，
死亡 11 例，非手术治愈 19 例，死亡 28 例，两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部分手术患者先行介
入溶栓治疗，溶栓后腹痛未见缓解，且出现腹膜
炎情况，外科予腹腔镜手术探查治疗。探查后因
广泛肠坏死，有 3 例患者家属放弃治疗死亡。有 5
例患者小肠广泛坏死行肠切除并造瘘术，术后因
腹腔感染死亡。3 例一期吻合，术后再次肠缺血，
吻合口瘘，二次手术后，死于腹腔感染，感染性
休克。虽然血管腔内治疗近年来已成为 ASMAE
的主要治疗方法，但腔内治疗并不能有效判断患
者是否存在肠坏死。临床上对于保守治疗和腔内
治疗失败的患者，外科手术治疗仍是首选治疗方
式。尤其是怀疑存在肠坏死时，应积极进行腹腔
镜或开腹探查。准确把握手术时机是降低病死率
的关键，经过保守治疗和介入治疗后出现：1）病
情仍持续加重；2）出现腹膜刺激征或肠坏死征象；
3）出现便血，治疗后未见缓解；4）体温、白细胞
计数持续升高，即使腹部体征不明显，也应考虑
手术治疗 [10]。Bingol 等 [14] 认为，对原有心脏瓣
膜疾病或房颤的患者，出现急性腹痛伴恶心、呕
吐、白细胞升高和代谢性酸中毒、休克等表现时，
应积极施行剖腹探查术。有研究认为快速准确取
出血栓、重建肠道血液循环，病程在 24 h 以内者
术后恢复均较理想 [15]。Fogarty 球囊导管取栓是主
要的方法，但取栓同时要注意导致其他部位的栓
塞。Fogarty 导管反复取栓，直到有鲜血喷出证明
取栓成功。缝合血管要细致，以免手术后狭窄或
血栓形成。手术取栓后小肠血供不尽理想时，可
行动脉旁路术，防止肠供血不足或血管腔内压力
过低再次血栓形成 [16] ；出现肠坏死时，应该果断
行肠切除术。已坏死的肠管呈紫黑色，动脉无搏动、
肠管扩张、无弹性、蠕动消失，说明肠襻已坏死，
此时肠切除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切除时须将已有
栓塞的系膜一并予以切除。有研究提出对存活有
怀疑的肠管，可旷置肠管于腹外，持续抗凝治疗
后观察 12~36 h，对肠管缺血仍未改善者再行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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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 [17]。
综上所述，ASMAE 是目前最凶险的急腹症之
一。急诊外科大夫在诊治过程中注意横向思维的
训练，对合并有心血管疾病的外科腹痛，“症状与
体征不符”时，需要高度怀疑肠系膜血管病，急
诊必须行强化 CT 检查。外科、心内科、影像科、
介入科等多学科会诊。建议做好家属病情解释沟
通工作，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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