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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造影术中造影剂致过敏性休克3例
吴兆琦1，郑文学2，陈永清2
【中图分类号】R816.2
【文献标志码】A
1 病例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病例3，患者男性，65岁，主因“间断胸闷、气短3

病例1，患者男性，62岁，主因“间断胸痛1月，加重

年，加重6月”入院。患者于2016年6月2日早晨活动时出

1周”就诊，入院行胸片、心脏彩超、心电图检查均未见

现胸痛不适，以剑突下为著，伴大汗，无气短、心慌、

明显异常，腹部彩超示脂肪肝、慢性胆囊炎，既往高血压

恶心等症状，休息后不缓解，就诊于我院急诊科。行心

病史17年，口服厄贝沙坦片150 mg qd，磺胺类药物过敏。

电图示：Ⅱ、Ⅲ、aVF导联ST段抬高，血常规：白细胞

患者于2019年9月17日行冠状动脉（冠脉）造影术，术中

（WBC）9.95×10 9 /L，肌钙蛋白、肌酸激酶、肌酸激酶

见右冠状动脉无明显异常，远端血流TIMI 3级。左主干无

同工酶均明显升高，凝血功能及血气分析未见明显异常。

狭窄，左前降支无明显粥样硬化斑块及狭窄，中段以远可

经心血管内科会诊后以“急性下壁心肌梗死”收住院，行

见心肌桥，收缩期60%~70%狭窄，远端血流TIMI 3级。回

急诊冠脉造影术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术中可

旋支正常，远端血流TIMI 3级。术中患者血压心率急剧下

见：右冠状动脉自1段末完全闭塞，前向血流TIMI 0级。

降，心律呈逸搏心律30 次/min，血压下降至70/50 mmHg（1

左主干、前降支、回旋支以及各分支血管均未见明显粥样

mmHg=0.133kPa），全身可见红色点状皮疹，考虑过敏性休

硬化斑块及狭窄，术中开通闭塞处血管置于其远端，植入

克，立即给予吸氧、肾上腺素2 mg、甲泼尼龙琥珀酸钠40 mg

Partner3.5×36 mm支架于狭窄病变处，出院后规律服药。

静推，多巴胺500 μg/min持续泵入，给予胃粘膜保护剂及止

近6个月来患者自诉于天气阴冷时出现胸痛，持续数分钟后

吐药物，加快静脉通道补液，20~30 min后患者症状较前明显

缓解，再次就诊于我院心血管内科，心电图示下壁q波，心

缓解，心率120 次/min左右，血压120/82 mmHg，生命体征平

脏彩超示主动脉瓣钙化伴关闭不全，血常规示嗜酸性粒细

稳后安返病房，给予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1000 ml持续静滴，

胞计数：0.91×109/L，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12.3%，N末端

多巴胺500 μg/min持续泵入，全天补液共2000 ml，2 d后好

脑钠肽前体（NT-proBNP）203 pg/ml，既往糖尿病史1年，

转出院。

口服阿卡波糖50 mg tid。于2019年9月26日行冠脉造影术，

病例2，患者女性，55岁，主因“间断胸痛半月，加

术中见：右冠状动脉中段可见支架影，支架内无明显狭

重3 d”就诊，入院行心脏彩超示左房扩大，左房前后径

窄，远端血流TIMI 3级。左主干无狭窄，前降支近段可见

36 mm，肺动脉高压，肺动脉收缩压49 mmHg，腹部彩超

散在粥样硬化斑块，未见明显狭窄，远端血流TIMI 3级。

示脂肪肝，肾囊肿。于2019年9月18日行冠脉造影术，术中

手术结束时患者自诉全身发痒、气短、恶心，心电监护提

见：右冠状动脉及左主干、前降支、回旋支以及各分支血

示窦性心动过速，心室率110~120 次/min，腔内压100/60

管均未见明显粥样硬化斑块及狭窄，血管走形自然，分支

mmHg，且逐渐降低，考虑过敏性休克，立即给予吸氧、阿

清楚，造影剂消散迅速，远端血流TIMI 3级。手术结束时患

托品1 mg静推、盐酸异丙嗪50 mg肌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者自诉恶心、腹胀不适，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动过速，心室

40 mg静推、盐酸多巴胺3 mg静推及1000 μg/min持续泵入，

率110~120 次/min，腔内压50/30 mmHg，考虑过敏性休克，

同时给予胃粘膜保护剂及止吐药物，加快静脉通道补液，

立即给予吸氧、肾上腺素2 mg、甲泼尼龙琥珀酸钠40 mg静

患者全身出现皮疹，立即行左锁骨下静脉穿刺，深静脉置

推，盐酸多巴胺3 mg静推及1000 μg/min持续泵入、盐酸异

管予温生理盐水持续灌注，给予去甲肾上腺素泵入。20~30

丙嗪25 mg肌注，给予胃粘膜保护剂及止吐药物，加快静脉

min后患者症状较前明显缓解，血压110/70 mmHg，心率110

通道补液，患者全身出现皮疹，血压波动在60/40 mmHg，

次/min，观察20 min后，生命体征相对平稳，医护人员陪同

立即行右股静脉穿刺，深静脉置管予温生理盐水持续灌

安返病房后，给予氯化钠注射液2500 ml持续静滴补液，2 d

注，同时给予去甲肾上腺素2 mg泵入。20~30 min后患者症

后好转出院。

状较前明显缓解，血压110/70 mmHg，心率110次/min，观

2 讨论

察20 min后，生命体征相对平稳，医护人员陪同安返病房

过敏反应是由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释放炎性介质

后，给予氯化钠注射液1000 ml静滴，葡萄糖氯化钠注射

引起的，通过产生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抗体，当造影

液500 ml静滴，多巴胺500 μg/min持续泵入，全天补液共

剂再次进入人体后发生Ⅰ型超敏反应，本文中有2例患者为

2000 ml，2 d后好转出院。

首次接触造影剂，可能是造影剂和其他某种抗原的抗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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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反应，或是非IgE介导的过敏反应中，症状可在首次接
触抗原时就出现[1]。过敏反应与免疫机制相关，难以防范，
也易被忽视 [2] ，我们需要识别高危人群：①严格把控冠脉
造影术的适应证，充分了解术前情况。②详细询问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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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过敏史及家族过敏史，除了药物过敏史外，食物过

表1 诊断过敏反应的临床标准

敏史也很重要，尤其是海产品过敏史，这些病史往往有预

当符合下列标准之一时，可能发生速发型过敏反应
1.急性起病（数分钟至数小时）症状涉及皮肤或粘膜组织，且出现
至少下列一种情况：
（1）呼吸减弱；
（2）低血压或出现器官损害表现。
2.暴露于患者可能的过敏原后迅速出现了下列两种或以上情况：
（1）症状涉及皮肤黏膜组织；
（2）呼吸减弱；
（3）低血压及相关症状；
（4）持续的胃肠道症状。
3.接触已知过敏原后出现低血压（数分钟至数小时）
（1）成人：收缩压＜90 mmHg或比正常血压水平降低30%；
（2）未成年人：收缩压降低（年龄特异性）或比正常血压水平
降低30%。

测价值。③掌握造影剂禁忌证，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甲状
腺疾患的患者禁用。④需行碘过敏试验，虽然碘过敏试验
有一定预测价值，但临床上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皮
试结果往往呈阴性 [3]，本文中的3例患者碘过敏试验均为阴
性。⑤造影剂选择同样很重要，本文3例患者冠脉造影术中
使用的造影剂均为碘克沙醇，是非离子型碘造影剂，非离
子型碘造影剂已经取代了以往的高渗、离子型碘造影剂，
对冠脉造影的患者相对安全[4]，但同样不能忽视其可能发生
的不良反应。
术中发生过敏性休克须积极抢救，要对患者在术中或
术后出现的不良反应做出迅速判断，如血管迷走反射，患
者表现为大汗、面色苍白、头晕、呕吐，严重时可出现意

能带来的靶器官损害，及时复查肝肾功能，最大限度保障

识丧失，且出现血压及心率的降低，这些表现与过敏性休

病人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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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诊为室间隔缺损的室间隔穿孔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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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间隔穿孔是继发于急性心肌梗死的致命并发症，
不但包括室间隔的部分缺失还伴有心肌组织坏死，可与其
他心肌梗死并发症如假性室壁瘤、壁内血肿及心源性休克
等并存，而室间隔缺损为先天性因素导致，只包括室间隔
的部分缺失。在目前冠状动脉（冠脉）介入广泛应用情况
下，室间隔穿孔发生率已明显下降[1]，而急诊冠脉介入术后
数天发生室间隔穿孔的情况则更少见，患者常因术后发现
不及时而漏诊或误诊。本文报道1例以心力衰竭发病，误诊
为室间隔缺损的室间隔穿孔患者，结合病例分析两种疾病
的不同临床特点，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1 病例

图1 患者入院时心电图

患者女性，70岁，因“发作性胸痛52 d，胸闷45 d，
加重10 d”就诊。患者于52 d前突发持续性胸痛就诊当地医
院，诊断为“急性下壁右室心肌梗死”，胸痛6 h后急诊行
经皮冠脉介入治疗于右冠植入支架2枚，术后胸痛缓解，给
予抗血小板、降脂及抑制心肌重构等药物治疗。术后第7 d
患者活动后出现明显胸闷、气短，活动耐量渐下降，未进
一步检查。10 d前患者胸闷再次加重，入院前超声心动图示
左室射血分数50%，右房内径43 mm，右室内径42 mm，三
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9 mm，室间隔膜周部回声中
断约13 mm。以“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三尖瓣中重
度关闭不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陈旧
性下壁右室心肌梗死”收入我科。查体：脉搏80 次/min，血
压119/84 mmHg（1 mmHg=0.133 kPa），半卧位，颈静脉怒
张，肝颈静脉回流征阳性，双肺底可闻及湿性啰音，心界扩
大，心率80 次/min，律齐，P2亢进，胸骨左缘三四肋间可闻

图2 患者术前及术后右冠造影显示

及3/6级收缩期杂音，腹膨隆，肝肋下可及，双下肢重度水
肿。心电图示：电轴不偏，Ⅱ、Ⅲ、aVF导联T波倒置，胸

注：图2A：冠脉介入术前右冠中段闭塞（箭头所示）；图2B：冠

前导联R波递增不良（图1）。实验室检查：白蛋白37 g/L，

脉介入术后右冠远端显影慢，后降支TIMI 1级（箭头所示）

直接胆红素6.9 μmol/L，肌酐132.38 μmol/L，尿酸860.07

壁基底段室壁变薄，局部外膨凸，范围31×16 mm，相邻后

μmol/L，D-二聚体3.93 mg/L，N末端脑钠肽前体（NT-

室间隔基底段肌部回声中断，左室面约17 mm，右室面为8

proBNP）23687.1 pg/ml。胸片示：肺淤血，肺动脉段膨隆，

mm、2 mm、3 mm，心室水平左向右分流，估测肺动脉收缩

双侧胸腔积液。结合患者病史、年龄及心电图表现考虑不符

压56 mmHg（图3）。给予抗血小板、降脂、利尿及抑制心

合室间隔缺损临床特点，结合患者外院冠脉造影结果示右冠

肌重构等治疗后，患者胸闷症状好转。由于患者发生心肌梗

优势型，右冠中段闭塞（图2A），支架置入后复查冠脉造

死时间大于1月，建议心脏外科手术治疗[1]，患者因经济原因

影示右冠血流缓慢，后降支心肌梗死溶栓（TIMI）1级（图

要求出院。

2B），考虑室间隔回声中断与后降支病变相关，为室间隔穿
孔。行超声心动图示左室射血分数62%，右房内径41 mm，
右室内径27 mm，主肺动脉径25 mm，TAPSE 15 mm，左室下
作者单位：1 100037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国
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肺血管与血栓二病区
通讯作者：贾镭,E-mail:jialei27@126.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0.11.27

2 讨论
本例患者以胸闷为主要症状就诊，根据床旁超声心
动图考虑为室间隔缺损，结合病史、心电图及冠脉造影结
果，考虑这一诊断存在疑问，最终通过复查超声心动图证
实患者室间隔回声中断为室间隔穿孔，经治疗后患者症状
好转。
室间隔缺损的病理生理特点主要与缺损部位的分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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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患者1月余前冠脉造影显示右冠开通后血流缓慢，后降
支血流TIMI 1级，由于后降支主要供应室间隔的后1/3部分即
室间隔基底段[5]，所以该血管血流受损可导致相应供血部位
心肌坏死，进而发展为室壁瘤或室间隔穿孔。最后结合超声
心动图结果示室间隔下壁相邻基底段肌部回声中断，而室间
隔膜周部缺损部位虽在基底段但更靠近大动脉端，位于基底
段上部。综合上述特点最终诊断为室间隔穿孔。
室间隔穿孔多发生于急性心肌梗死早期，发生率约
0.17%~0.31%，其中急性心肌梗死24 h内发生的室间隔穿
孔多与室间隔缺血部位心肌内血肿或出血相关，而缺血组
织凝固性坏死及中性粒细胞浸润导致室间隔变薄进而导致
图3 超声心动图发现室间隔穿孔，左向右分流

与分流方向有关 [2] 。根据肺动脉收缩压与主动脉收缩压的
比值（P/A）可粗略的将室间隔缺损分为限制性室间隔缺损
（P/A＜0.3）、中等限制性室间隔缺损（0.3≤P/A＜0.66）

室间隔穿孔多发生于梗死后3~5 d[1]。本患者术后第7 d出现
胸闷、气短，考虑当时可能已发生室间隔穿孔。本病例提
示我们在疾病诊断中不能仅依靠影像学检查结果来判断病
情，需同时结合病史、查体及疾病特点综合判断，以提高
诊断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3]

及非限制性室间隔缺损（P/A≥0.66） 。限制性室间隔缺
损患者多无明显症状，中等限制性以上成人室间隔缺损的

[1]

临床特点为患者多有呼吸困难等心力衰竭表现 [2] ；就诊年
龄年轻化，既往研究显示室间隔缺损就诊年龄的中位数为

Jones BM,Kapadia SR,Smedira NG,et al. Ventricular septal rupture
complicating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 contemporary review[J].
Eur Heart J,2014,35(31):2060-8.

无右向左或双向分流，不符合室间隔缺损临床表现。进一步

Penny DJ,Vick GW 3rd.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J]. Lancet,2011,
377(9771):1103-12.
[3] Zipes DP,Zipes DP,Libby P,et al. Braunwald’s Heart Disease:A
Textbook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11th edition[M]. Philadelphia:
Elsevier Saunders,2019,1541-2.
[4] Engelfriet PM,Duffels MG,Möller T,et al.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in adults born with a heart septal defect:the Euro Heart
Survey on adult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J]. Heart,2007,93(6):682-7.
[5] Hutchison SJ. Complications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Clinical
Diagnostic Imaging[M]. Philadelphia:Elsevier Saunders,2009,175-230.
本文编辑：孙竹

（上接1385页）
[4] Oruc CU,Akpinar YE,Dervisoglu E,et al. Low concentrations of
adropin are associated with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as assessed by
flow-mediated dilatation in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J]. Clin
Chem Lab Med,2017,55(1):139-44.
[5] Aydin S,Kuloglu T,Aydin S,et al. Expression of adropin in rat brain,
cerebellum, kidneys, heart, liver, and pancreas in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es[J]. Mol Cell Biochem,2013,380(1):73-81.
[6] Kocaoglu C,Buyukinan M,Erdem SS,et al. Are obesity and metabolic
syndrome associated with plasma adropin levels in children[J]. J
Pediatr Endocrinol Metab,2015,28 (11):1293-7.
[7] Aydin S,Eren M,Yilmaz M,et al. Adropin as a potential marker of
enzyme-positive acute coronary syndrome[J]. Cardiovasc J Afr,2017,
28(1):40-7.
[8] 李杨,秦勤,寇璐,等. 心率减速力对急性心肌梗死后猝死风险的预
测价值[J]. 天津医药,2015,43(3):288-91.
[9] 梁燕媚,梁国泉,黄伟建,等.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CI治疗后hsCRP、NT-proBNP联合cTnI检测在预测术后MACE中的价值分
析[J]. 现代诊断与治疗,2019,30(10):1736-8.
[10] 尹燕平,苗立夫.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N-末端脑钠钛前体、D二聚体水平与GRACE危险评分的关系[J].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
2016,14(3):250-3.
[11] 朱荔,陈韬,陈亮,等. 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脑钠
尿肽与GRACE危险评分的相关性及其预测价值[J]. 心脏杂志,

2015,27(1):41-4.
[12] 白玉蓉,靳志涛,鞠鹏,等. 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入院血糖
水平与心功能不全和GRACE评分的相关性分析[J]. 中国循证心
血管医学杂志,2015,7(2):232-4.
[13] 张秀玲,张磊,梁江久. Adropin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J].
中国心血管杂志,2017,22(2):155-8.
[14] 张俊萍,孟庆斌,张新宇,等. 双丹颗粒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患者西雅图心绞痛量表评分和Adropin蛋白水平的影响[J].
中国医药,2018,13(10):1453-6.
[15] 徐迅,杨希立. Adropin、五聚蛋白-3对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影响[J].
中国社区医师, 2016, 32(7):148-9.
[16] 漆瑞,李科.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Adropin与TNF-α水平的相
关性研究[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医学版),2015,29(6):468-9, 475.
[17] Yu HY,Zhao P,Wu MC,et al. Serum Adropin levels are de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J]. Regul Pept,2014,190(1):
46-9.
[18] Zhao LP,Xu WT,Wang L,et al. Serum Adropin level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 Heart Lung Circ,2015,24(10):
975-9.
[19] 蓝晓玲,屠晓鸣. 冠心病患者Adropin水平与冠状动脉造影Gensini
评分的相关性研究[J]. 心脑血管病防治,2015,15(2):151-2.
[20] 刘俊霞,白成芝,杨林. Adropin蛋白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预后的评
估价值[J].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9,37(7):7-8.
本文编辑：芦洁

30岁 [2,4]。如为左向右分流，患者多因肺静脉回流增加引起
左心后负荷增加而致左心增大，心房颤动。心电图可表现
为P波增宽，电轴左偏，V5、V6导联Q波加深、R波、T波增
高；如合并肺血管病变或进展为艾森曼格综合征时，患者
肺动脉压力明显升高，超声心动图呈右心扩大，心室水平
呈右向左分流或双向分流，患者多伴紫绀，心电图为电轴
右偏及右束支传导阻滞 [2,3]。本例患者高龄，心电图电轴不
偏，超声心动图虽显示右心扩大，但无右心肥厚且室水平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