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髂静脉支架治疗 Cokket 综合征 30 例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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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髂静脉支架治疗髂静脉受压综合征 (Cokket 综合征 ) 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2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诊治的 30 例 Cokket 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13 例，导管
溶栓后给予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PTA)+ 腔内支架置入 ；合并下肢静脉高压 12 例，直
接给予腔内支架置入 ；下肢水肿 3 例及足靴区慢性溃疡 2 例，行 PTA+ 腔内支架置入。统计记录手术前后支架两端压力
差，患侧下肢与健侧周径差，观察手术效果和手术并发症，术后定期门诊行下肢静脉多普勒血管超声检查血管通畅率，随
访 1 年，观察远期并发症。结果：
30 例患者共植入支架 49 枚，手术成功率 93.33%；手术效果优 10 例，良 10 例，中 6 例，差 4
例，有效率 86.67%；术中均未出现支架断裂、移位、大出血等并发症。术后支架两端压力差，大腿和小腿患、健侧周径差均
显著缩小 [(6.51±3.62) cmH2 O vs (1.52±0.73) cmH2O、(6.62±3.51) cm vs (1.85±0.95) cm、(4.25±2.05) cm vs (1.25±0.68) cm，均
P<0.05]。术后随访显示术后 1、6、12 个月血管通畅率分别为 98.25%、91.05%、86.24%，支架闭塞发生率 6.67%，血栓后综
合征发生率 10.00%。结论：髂静脉支架治疗 Cokket 综合征近远期效果可靠，且手术和术后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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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kett 综合征是指腔内外病变压迫髂静脉引起
[1]

1674-7887(2019)03-0226-03

完整。排除标准：预期生命<1 年；合并其他严重器官

的一组临床症状 。Cockett 综合征发病率高，同时是

并发症；介入治疗禁忌；凝血功能障碍；抗凝药物使用

继发下肢静脉曲张、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深静脉血

禁忌。

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的主要原因

[2-5]

。

依据以上筛选标准，选择 2013 年 2 月—2017 年

传统开放手术和腔内治疗是治疗 Cockett 综合征的主

12 月收治的 Cokket 综合征患者 30 例，其中男 19 例，

要方法，腔内治疗具有微创、恢复快、效果可靠的优

女 11 例；年龄 39~68 岁，平均 (51.25±6.92) 岁；病程 6

点，逐渐成为 Cockett 综合征治疗的主流方式。本研

个月~15 年，平均 (9.47±3.92) 年 ；均为单侧髂静脉狭

究总结了我院 2013 年 2 月—2017 年 12 月诊治的 30

窄，左下肢 17 例，右下肢 13 例 ；伴下肢水肿 3 例，伴

例经髂静脉支架治疗的 Cokket 综合征患者临床资

足靴区慢性溃疡 2 例，合并 DVT 13 例，合并下肢静脉

料，探讨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高压 12 例。

1
1.1

1.2

资料与方法

治疗方法

1.2.1

合并下肢 静脉高压的 Cokket 综 合征 患者

纳入标准：经下肢深静脉造影检查

取病变侧股静脉入路，髂静脉造影评 估血管狭窄

髂静脉狭窄率均≥70% ；年龄 18~80 周岁；临床资料

程度，髂静脉狭窄者采用超滑导丝软头通过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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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病变段，髂静脉闭塞者行经皮腔内血管成 形术

86.67%。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支架断裂、移位，也未出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PTA)，髂静脉

现大出血等并发症。

造影显示髂静脉受压解除，不行则置入支架，若病

2.2

变段血管仍存在狭窄，测压病变段近远端压力差

径差

手术前后支架两端压力差、患侧下肢与健侧周

≥2 cmH2O，置入直径 12~14 mm 的巴德自膨式支架。

术后支架两端压力差，大腿和小腿患、健侧周
径差均显著缩小 ( 均 P<0.001)，见表 1。

1.2.2

表1

合并 DVT 的 Cokket 综 合征患者

经健 侧股

手术前后患者支架两端压力差、患侧下肢与健侧周径差

静脉行下腔静脉滤器置入，行下肢深静脉置管溶栓

的比较 (x±s)

或手术取栓术，完成后行髂静脉的 PTA+ 腔内支架

指标

置入，方法同上。术后弹力绷带包扎患肢，早期下床

支架两端压力差 /cmH2O 6.51±3.62 1.52±0.73 12.364 ＜0.001

活动，低分子肝素钙 4 000 U皮下注射，bid，同时口

大腿周径差 /cm

6.62±3.51 1.85±0.95 13.165 ＜0.001

服华法林 2.5 mg，根据国际标准化比值 (International

小腿周径差 /cm

4.25±2.05 1.25±0.68 9.234 ＜0.001

术前

术后

t值

P值

normalized ratio, INR) 调整到 2.0~3.0 时停用低分子

2.3

肝素钙，继续服用华法林 1~1.5 年，院外穿弹力袜 3~6

至术后 1 年，术后 1、6、12 个月血管通畅率分别为

个月。术后每个月复查 1 次凝血功能，每 3 个月复查

98.25%、91.05%、86.24%。 随 访 中 2 例 (6.67%) 发

髂静脉多普勒彩超或每半年复查 1 次髂静脉造影。

生支架闭塞，其中 1 例因停抗凝药物所致，1 例因肿

1.2.3

瘤压迫所致；3 例下肢轻度肿胀，其中 2 例伴沉重感，

合并下肢 水 肿及足靴区慢性 溃疡的 Cokket

综合征患者

下肢顺行造影发现髂静脉狭窄，行髂

静脉造影评估血管狭窄程度，采用超滑导丝软头通
过髂静脉病变段，行 PTA，造影显示髂静脉狭窄仍
>50%，则置入支架。
1.3

血管通畅率和远期并发症

所有患者均随访

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 10.00%。
3

讨

论

左髂总静脉由于解剖位置特殊，受右髂动脉和

(1) 手术成功的判断标准 ：造影显

腰骶椎前凸的生理性压迫，相对右髂总静脉易发生

示髂静脉段血流恢复，通畅，造影剂分布均匀，髂静

受压狭窄，长期受压易导致血管壁慢性损伤，腔内嵴

脉受压段残余狭窄<30%。(2) 测量手术前后支架两

状物形成，甚至闭塞 [6-9]。同时导致同侧肢体静脉回

端压力差，患侧下肢与健侧周径差。(3) 依据患肢症

流受阻、肢体肿胀、静脉曲张、色素沉着、溃疡形成等，

状和下肢深静脉造影评价疗效 ：优，患肢治疗前后

严重者可发生DVT，危及生命安全 [10-12]。因此早期解

周径差≤1.0 cm，活动功能基本正常，造影血流通畅，

除髂静脉回流障碍是治疗 Cokket 综合征的关键，传

管壁光滑，无侧支血管显影 ；良，周径差 >1.0~1.5 cm，

统手术治疗包括 Palma、人工血管旁路移植等，但创伤

患肢活动功能基本恢复但受到轻度影响，造影显示

较大，并发症较多，腔内介入治疗直接解决病变段血

管腔较细，管壁粗糙，少量侧支血管显影 ；中，周径差

管狭窄或闭塞，其治疗效果优于传统手术治疗 [13-14]，

>1.5~2.0 cm，患肢活动功能受到明显影响，造影血管

随着腔内介入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其效果日益受到

壁毛糙，较多侧支血管显影；差，周径差 >2.0 cm，患肢

临床肯定，应用逐渐增多。

观察 指标

活动功能无明显恢复，造影血液回流受阻无改善，大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30 例经髂静脉支架治疗

量侧支血管显影。有效=优+良+中。(4)术后随访 1 年，

的 Cokket 综合征患者临床资料，结果显示髂静脉支

统计患者术后 1、6、12 个月血管通畅率和并发症。

架治疗手术成功率 93.33%，有效率 86.67%，术中并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分析，
以x±s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配对t 检验，P<0.05 表示差

发症少，提示髂静脉支架治疗效果较好，能显著改

异有统计学意义。

列并发症，安全性高。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术后支架

2

结

善患者临床症状，缓解髂静脉压迫及其引起的一系
两端压力差、大腿和小腿患健侧周径差明显缩小，提

果

示髂静脉支架治疗明显减轻了患者下肢肿胀程度。
30 例患者共植入支架 49 枚，经

术后随访显示术后 1、6、12 个月血管通畅率分别为

术后髂静脉造影显示 28 例患者术后髂静脉狭窄率

98.25%、91.05%、86.24%，说明髂静脉支架治疗可维

均 <30%，手术成功率 93.33%，2 例术中导丝未能成

持较好的远期效果，远期发生支架闭塞 6.67%，血栓

功通过病变段，改行 Palma-Dale 手术治疗。患者手

后综合征 10.00%，提示髂静脉支架治疗远期并发症

术效果优 10 例，良 10 例，中 6 例，差 4 例，有效率为

较低。

2.1

手术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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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关于植入支架总结以下经验 ：(1) 需要植

[4]

2010:1071-1071.

入支架指征，动脉压迫导致的 Cokket 综合征，造影显
示存在动脉压迫切迹和动脉搏动 ；单纯 PTA 效果较
差，PTA 过程中未见哑铃状改变，PTA 后病变段血管
弹性回缩明显，侧支血管仍然存在；病变近远端压力
差≥2 cmH2O。(2) 不需要植入支架指征，对于预计植
入支架内径 <12 mm 者，一般不植入支架，因血管内

汪忠镐. 汪忠镐血管外科学[M]. 杭州: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5]

MOUSA AY. ABURAHMA AF. May-Thumer syndrome: update and review[J]. Ann Vasc Surg, 2013, 27(7):984-995.

[6]

陈世远 , 高涌 , 聂中林 , 等. 介入联合手术治疗下肢深静脉
血栓形成 [J]. 中华全科医学, 2010, 8(3):288-289.

[7]

PARK JY, AHN JH, JEON YS, et al. Iliac vein stenting as
a durable option for residual stenosis after catheter.directed

径过小可导致术后支架内血栓形成；同时对于未成年

thrombolysis and angioplasty of iliofemoral deep vein throm-

人和未孕女性不考虑植入支架，未成年人血管条件

bosis secondary to Mdy-Thurner syndrome[J]. Phlebology,

较好，单纯 PTA 后血管血流可基本恢复，若植入支架

2014, 29(7):461-470.

随着身体发育易发生支架移位，未孕女性由于妊娠子
宫压迫可导致支架断裂，因此不主张植入支架。本
研究所选患者年龄 39~68 岁，均排除了上述两种不适
合植入支架患者。合并 DVT 患者我们先导管溶栓后
视髂静脉受压情况，选择性植入支架 [15]，合并下肢静

[8]

血管外科杂志 : 电子版 , 2012, 4(1):1-5.
[9]
[10]

drome(May-Thurner)[J]. Cardiovasc Interv Ther, 2013,
28(1):101-105.
[11]

果可靠，且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但由于本研究

712.
[12]

[2]

MAHNKEN AH, THOMSON K, DE HAAN MA. CIRSE standards of practice guidelines on iliocaval stenting[J]. Cardiovasc Intervent Radiol, 2014, 37(4):88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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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ions[J]. Ann Vasc Surg, 2013, 27(5):57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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