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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介入治疗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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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terventional therapy for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fter allograft kidney transplantation has become a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is experiences and value evaluation of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for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fter allograft kidney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eight patients with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for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fter allograft kidney
transplant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In the eight cases undergoing transplantation, five cases were found renal artery stenosis, two
cases were found pseudoaneurysm, and one case was found renal vein thrombosis, and they were all diagnosed by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Five cases of renal artery stenosis took further examination by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and they
underwent ballon angioplasty and followed-up for 6, 8, 20, 36 and 40 months. One case was found restenosis in five cases,
whose serum creatinine level maintained in the range of 130-160 μmol/L. Four cases of renal artery stenosis in five cases were
found no recurrence, and their serum creatinine level was in normal range. The aneurism in two cases of renal artery
pseudoaneurysm disappeared after undergoing stent graft placement across the external iliac artery, and then they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hemodialysis. Thrombosis disappeared in one case of renal vein thrombosis after undergoing interventional
thrombolysis. The graft function recovery of this case delayed, the serum creatinine level decreased to 210 μmol/L at day 35.
After that the serum creatinine level of this case maintained in the range of 200-250 μmol/L. Based on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se
eight cases, it suggests that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for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fter allograft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s feasible.
Li JF, Feng GW, Guan S, Ding PX, Wang Y, Pang XL, Shang WJ, Liu L.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for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n eight cases.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2;16(5): 947-950.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
背景：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采用介入治疗已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介入治疗的经验及价值评估。
方法：回顾性分析 8 例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患者介入治疗的临床资料。
结果与结论：8 例移植后 5 例肾移植肾动脉狭窄，2 例假性动脉瘤，1 例肾静脉血栓，均经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作出初步
诊断，其中 5 例进一步行磁共振血管成像明确诊断。5 例移植肾动脉狭窄行球囊扩张，分别随访 6，8，20，36，40 个
月，1 例出现再狭窄，随访血肌酐维持在 130~160 μmol/L 之间，其余 4 例移植肾狭窄无复发，随访血肌酐均正常。2 例
假性动脉瘤患者经动脉鞘放入支架释放系统释放带膜支架后动脉瘤消失，目前常规血液透析治疗。1 例肾静脉血栓形成
患者，尿激酶介入溶栓治疗后血栓消失，患者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35 d 后血肌酐降至 210 μmol/L，此后患者血肌
酐维持在 200~250 μmol/L。8 例介入治疗临床效果说明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治疗可选用介入治疗方法。
关键词：血管并发症；介入治疗；肾移植；肌酐；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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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3]。本文总结了本院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的诊
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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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及治疗经过。

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少见，但十分凶险，

1

对象和方法

[1]

常常导致移植肾功能衰竭 。减少血管并发症的
发生及成功治疗并发症不仅能提高肾移植的成

设计：回顾性病例分析。

功率，也能改善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2]。既往对

时间及地点：2005-12/2011-09在郑州大

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常采用开放手术，但由于

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完成。

此类患者全身状况差，常常伴有贫血、低蛋白

对象：

血症、感染、免疫抑制剂的不良反应等，手术

诊断标准：肾移植后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等

危险性大。近年来随着介入技术发展，对此类
患者常采用介入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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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为血管并发症。
纳入标准：①肾移植后在本中心规律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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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等确诊为血管并发症患

退出球囊，引入导管再次造影显示狭窄是否解

者。②肾移植后出现不明原因血肌酐升高者首

除。确认狭窄解除后退出导管，固定鞘管。

选彩色多普勒超声评估肾脏功能及血流状况，

假性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经对侧股动脉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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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肾脏血流降低，部分肾实质显影差，多可

动脉造影确定瘘口部位，经动脉鞘放入支架释

提示血管并发症的存在。③移植肾血管并发症

放系统释放带膜支架。操作完成后即时血管造

为移植肾动脉狭窄、假性动脉瘤、血栓形成者。

影显示假性动脉瘤破口消失，移植肾无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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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肾移植后由于急性排斥反应或钙

肾静脉血栓的介入治疗： 经对侧股动脉插管

调磷酸酶抑制剂肾毒性等因素导致血肌酐升高

至髂内动脉，造影显示移植肾动脉通畅。经股

者。

静脉插管并引入5F Cobra导管，造影显示移植

纳入8例男性患者，年龄23~41岁，平均

肾静脉血栓形成，经导管推注尿激酶30×104 U。

32.2岁。原发病病因分别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尿

术后用尿激酶10×104 U加50 mL生理盐水中静

毒症7例，IgA肾病尿毒症1例。移植前均行血

脉点滴，3次/d，每次持续2.0~3.0 h，共9次，

液透析，透析时间3个月~2年。所有患者均为

同时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钙50 mg，1次/d，共

首次肾移植，4例为亲属肾移植，4例为尸体肾

7 d。术后多次复查彩超示移植肾静脉血流通

移植。供肾动脉与髂外动脉端侧吻合3例，与

畅。
主要观察指标：8例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患

髂内动脉端端吻合5例。移植后维持性免疫抑
制治疗采用环孢素A或他克莫司联合霉酚酸酯

者介入治疗结果。

及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方案。
治疗方法：

2

结果

血管并发症的诊断：移植肾动脉狭窄5例，发

生于移植后12 d~4个月，临床表现为尿量明显

2.1

减少，复查肾功能示血肌酐进行性升高，对激

入结果分析。

素及抗胸腺细胞球蛋白冲击治疗不敏感，部分

2.2 介入治疗血管并发症效果

患者出现不明原因舒张压升高，5例患者均首

8例男性患者临床资料：

参与者数量分析

先行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表现为移植肾血流
灌注差，发现五彩相间狭窄血流信号，进一步

病例 年龄

检查移植肾动脉全程、受体髂内或髂外动脉与

序号 (岁)

肾移植后
血管并发
症类型

介入治疗
方式

8例患者临床资料均进

随访
不良反应 时程
(月)

治疗
结局

移植肾动脉吻合口的最大血流速度。若血流速
度大于200 cm/s，则初步诊断为移植肾动脉狭
窄，3例患者进一步行MRA明确诊断[4-6]。肾移

1

28 移植肾动 球囊扩张 无

3

23 假性动
脉瘤

4
5

穿刺技术，用5F Cobra导管，4例均经对侧股
动脉入路，行髂内或髂外动脉造影，观察移植

40 假性动
脉瘤

6

号，初步诊断为移植肾静脉血栓形成[8]。
移植肾动脉狭窄的介入治疗：采用Seldinger

27 肾静脉

略升高
带膜支架 发热、移
覆盖瘘

植肾区

口

疼痛

34 规律血液
透析

介入溶栓 短暂血尿

30 放弃

带膜支架 发热、移

22 规律血液

血栓

积增大，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示移植肾静脉内
径增宽，内可见低回声光点充填，未见血流信

36 血肌酐

脉狭窄

者移植后第7天大便时间过久后出现移植肾区
胀痛不适、尿量明显减少，查彩超示移植肾体

正常

2

初步诊断为移植肾假性动脉瘤，2例患者均进
一步行磁共振血管成像检查明确诊断[7]。1例患

40 血肌酐

脉狭窄

植后假性动脉瘤2例，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示
肾门附近有囊状结构其中有快速血液涡流团，

41 移植肾动 球囊扩张 无

治疗
覆盖瘘

植肾区

口

疼痛

34 移植肾动 球囊扩张 无

透析
20 血肌酐
正常

脉狭窄
7

27 移植肾动 球囊扩张 无

8

38 移植肾动 球囊扩张 无

8 血肌酐

脉狭窄

正常
6 血肌酐

脉狭窄

正常

肾动脉的血管狭窄情况，狭窄程度为66.5%

948

(50%~80%)，其中吻合口狭窄1例，移植肾动

5例移植肾动脉狭窄患者均行单纯球囊扩

脉中段狭窄1例，远侧段狭窄3例。明确狭窄后

张，分别随访6，8，20，36，40个月，1例出现

用超滑或超硬导丝试通过狭窄段，交换直径

再狭窄，随访血肌酐维持在130~160 μmol/L之

5.0~6.0 mm的球囊导管至狭窄段，充分扩张。

间，其余4例移植肾动脉狭窄无复发，随访血肌
P.O. Box 1200,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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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能清晰分辨盆腔血管和移植肾血管，是诊断肾

酐均正常。
2例假性动脉瘤患者术后均有发热、移植肾区疼痛

移植后血管并发症的理想选择 [15]。如果临床高度怀疑

等栓塞后综合征表现，对症治疗后缓解。分别随访22，

血管并发症，而非侵入性检查不能确诊，则应考虑做

34个月，2例患者病情稳定，目前常规血液透析治疗。

选择性移植肾动脉造影，其仍然是诊断血管并发症的

1例肾静脉血栓患者介入治疗后出现移植肾功能延

金标准 [1]。

迟恢复，给予调整免疫抑制方案为西罗莫司+霉酚酸酯+

使用球囊导管扩张或内支架置入治疗移植肾动脉

泼尼松，血肌酐逐渐恢复至200~250 μmol/L。随访30

狭窄的难点在于如何使球囊导管顺利通过狭窄段，目前

个月后由于发生慢性移植肾肾病患者及其家属放弃治

采用同轴技术较好地解决了此问题。一般要求扩张的球
囊长度大于狭窄段0.5~1.0 cm，球囊直径大于狭窄段近

疗。

侧血管的直径，扩张时压力不高于1 013.25 kPa，每次
3

持续时间在15~30 s，可以重复扩张。虽然有介入治疗

讨论

失败的报道，但目前认为介入治疗仍是安全、有效、有
3.1

本文结果分析

随着外科技术的成熟，动脉吻合

良好耐受性的一种治疗移植肾动脉狭窄的方法，作为治

口出血、肾动脉破裂等严重血管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

疗移植肾动脉狭窄的首选治疗方法，可成功治疗绝大多

低，但移植肾动脉狭窄的发生率并未明显降低，据统计

数移植肾动脉狭窄患者，有效维持和改善患者肾功能，

具有明显血流动力学改变的移植肾动脉狭窄发生率为

特别是在患者肾功能损害严重而时间较短时的近、中期

[9-10]

1%~23%

，这一方面是影像学诊断技术的提高，使

效果较好，疗效可达80%~100%，其缺点为有较高的复

移植肾动脉狭窄较少漏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由于移植

发率约30%[16-18] 。对于肾移植后假性动脉瘤的介入治

肾存活时间延长。移植肾动脉狭窄发生原因尚有争议，

疗，经股动脉插管行动脉造影明确病变部位，经动脉鞘

可能包括手术技术、长的冷缺血时间、急慢性排斥反应、

放入支架释放系统释放带膜支架，将动脉管腔与瘤体分

巨细胞病毒感染、动脉粥样硬化等免疫及非免疫多种因

隔，阻止血流进入瘤腔，瘤内血液自动凝固机化，从而

素[5]。移植肾假性动脉瘤是肾移植后较为少见的血管并

避免破裂。本组2例患者术后出现了与栓塞移植肾相同

发症，其形成原因包括取肾及修肾过程中动脉外膜或内

的“栓塞后综合征”，经对症治疗后缓解[19-20]。对于移

膜损伤、手术技术、移植肾周围局部感染、血管壁缺血

植肾血栓，早期明确诊断后应尽早开始溶栓治疗，尤其

[11]

损伤、患有慢性高血压和高血脂等

。移植肾血栓的发

对不全栓塞者，溶栓治疗效果令人满意。目前认为尿激

生更为罕见，其发生原因可能包括手术创伤、灌注损伤、

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溶栓药物，它是一种类似胰蛋白酶

血管扭曲、内皮损伤、移植后高凝状态及环孢素A的作

的丝氨酸蛋白酶，能激活循环中的纤维蛋白原使其作用

[8，12]

，本例患者术后5d肾功能恢复至正常，术后第

于血栓表面，迅速渗入血栓内部，激活血栓内的纤维蛋

7天有明确的长时间大便病史，考虑移植肾长期受压导

白酶原，无抗原性及毒性[8]，对静脉血栓或彩超显示已

致继发静脉血栓引起。

成形血栓，应以小剂量如(10~20)×104 U反复多次应用

用等

肾移植后血管并发症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尽早行

来增加尿激酶与血栓的作用时间，同时减少出血并发症

影像学检查明确诊断至关重要。非侵入性检查手段，

的危险性。

主要包括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磁共振血管成像，彩

3.2

色多普勒血流显像经济、方便且无创伤，可作为首选

限制，临床例数较少。

筛查手段

[13-14]

。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下，移植肾动

3.3

文章的偏倚或不足
提供临床借鉴的意义

本文由于限于病例本身特征
①对于肾移植后不明原因

脉狭窄多表现为肾动脉内红蓝相间的花色血流，肾门

出现尿量减少、血肌酐升高患者，行移植肾彩超初步明

动脉血流速度增高，阻力指数RI增高，而弓形动脉血

确病因至关重要，不应首先按排斥反应给予激素和或抗

流速度降低，RI明显减低。假性动脉瘤的特征性超声

胸腺细胞球蛋白冲击治疗。②对于血管并发症，患者条

表现为包块内探及动脉性血流。移植肾动脉血栓表现

件允许情况下应积极采取治疗措施可有效降低对移植

为移植肾体积减小，动、静脉血流信号消失；静脉血

肾及患者自身损害。
致谢：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介入科全体

栓表现为肾静脉腔内血流不充盈或因充满血栓而致
肾静脉内血流信号消失，栓塞段静脉腔内无频谱显

医护人员的大力支持。

示，其远端静脉内为低平小波，动脉表现为收缩期峰
值速度陡直上升，快速下降，舒张期血流倒置，呈M
型，R>1.0；肾脏体积明显增大。磁共振血管成像的
优点是不必应用含碘对比剂，从而避免了含碘对比剂
引起的不良反应，如肾毒性等，可提供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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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第十八届全国小儿脑性瘫痪实用康复技术培训班通知

15 日前将回执寄至培训中心，或直接与培训中
心联系。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德祥街 419

为适应综合医院康复科及儿科、残疾儿童

突出动手操作能力培训，重在提高儿童康复专

康复中心、儿童福利院和社区康复的需要，受

业人员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培训对象：从

国家卫生部委托，由卫生部佳木斯康复医学人

事儿童康复、小儿神经、儿童保健医生、治疗

联系人：郭岚敏 谭丽萍

才培训中心、佳木斯大学康复医学院暨黑龙江

师、护士以及相关专业人员。培训学员定额：

邮编：154003

省小儿脑性瘫痪防治疗育中心承办的第十八届

60 名(按报名先后，额满为止)，培训中心根据

E-mail： lipingtan2008@163.com

全国小儿脑性瘫痪现代康复技术培训班即将招

学员申请将为边远贫穷地区免费培训 2 名学

生，经结业考试授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10

员。拟开班时间：2012 年 7 月 22 日—7 月 27

分。

日(22 日报到，23 日正式开课)，费用 1200 元(含
培训内容：(1)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的新

培训费、资料费、书费、照片、学分证等)，培

号

黑龙江省小儿脑性瘫痪防治疗育中心

guolanmin1977@163.com
电话：13614692803,13339444900，
0454-8623645
网址：www.cp-jms.com

理论、新技术、新进展。(2)孤独症等发育障碍

训中心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培训班教师：

卫生部佳木斯康复医学人才培训中心

性疾病的康复治疗。培训方式：采用团队式(医

英国著名儿童康复专家，我国著名儿童康复及

黑龙江省小儿脑性瘫痪防治疗育中心

生与治疗师共同参与)、讲授与示教相结合、集

小儿脑瘫康复专家及治疗团队。

体评价、实际操作及典型病例讨论等方式授课，

950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请参加培训班的同志务必于 2012 年 6 月
P.O. Box 1200, Shenyang

110004

cn.zglck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