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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子肝素钙预防重症监护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应用价值探讨

陈文豪

（峨眉山人民医院，四川 峨眉山 614200）

【摘要】目的 对低分子肝素钙预防重症监护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将我院重症监护室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收

治的具有高危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患者 114 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并随机分为研究组（n=57）及对照组（n=57）。对照组给予利伐沙班片，

研究组给予低分子肝素钙治疗，比较两组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要低于对照

组（P ＜ 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低分子肝素钙在重症监护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预

防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不良反应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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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cuss the Value of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Calcium in Prevention of VTE in ICU

CHEN Wen-hao
(E’meishan People's Hospital, E’meishan 614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calcium on prevention of VTE in ICU. Methods 114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VTE in ICU from August 2015 to August 2016 were selected as clinical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n=57) and the control group (n=57).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ivaroxaban tablets,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calcium. The incidence of VTE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VT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calcium is effective in the prevention of VTE in ICU patients, with less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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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栓栓塞症是较为常见的血管疾病，病死率较高。重症监护

室患者病情往往较为严重，属于静脉血栓栓塞症高危群体，容易出现

静脉血栓栓塞症[1]。因此，在重症监护室患者治疗过程中需采取一定

措施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以保证患者生命安全及治疗效果。我院对

57例高危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患者采取了低分子肝素钙来预防静脉血

栓栓塞症，获得了较好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纳入标准[2]：所选入对象均为原发病患者入住重症监

护室治疗，所有患者VTE风险评估（Caprini模型）超过5分。本研究

已通过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患者及其家属对研究已知情，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2]：凝血功能障碍者；肝肾功能异常者；存

在药物禁忌者；已确诊为静脉血栓栓塞症者。选取我院重症监护室

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收治的具有高危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患者114
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法分为研究组（n=57）及对照组

（n=57）。研究组中男31例，女26例，年龄为19~72岁，平均年龄为

（55.3±5.8）岁，原发病包括脑卒中15例，慢性阻塞性肺病18例，严

重外伤24例；对照组中男33例，女24例，年龄为21~70岁，平均年龄

为（54.7±5.5）岁，原发病包括脑卒中14例，慢性阻塞性肺病17例，

严重外伤26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以原发病类型方面比较无明显

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两组患者均在重症监护室进行对症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

上给予利伐沙班片（批准文号H20100464，Bayer Schering Pharma AG
产）。10毫克/次，1次/天，持续用药4~10 d，出重症监护室前1 d停药。

研究组在对症治疗基础上给予低分子肝素钙（国药准字H20060191，深

圳赛保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产）治疗，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钙5000 U，

每隔12 h注射1次，持续用药4~10 d。出重症监护室前1 d停药。

1.3 观察指标：对比两组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及不良反应（注

射部位血肿、出血事件、血小板减少）情况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本研究中所涉及数据以SPSS19.0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用χ 2检验；计量资料均以（x-±s）表示，用t检验，P＜0.05
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对比：研究组静脉血栓栓塞症发

生率为3.51%，对照组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为14.04%，研究组静脉

血栓栓塞症发生率要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对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重症监护室患者受病情影响，往往会出现血流缓慢、静脉淤滞，

且静脉回流易受到阻塞，容易引起静脉血栓栓塞症。利伐沙班是治疗

成人静脉血栓的常见药。该药品为凝血因子Xa抑制剂，具有高度选择

性，对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具有一定效果。但由于利伐沙班药物代谢

表1 两组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n(%)]
研究组(n=57) 2(3.51)
对照组(n=57) 8(14.04)

χ 2 3.946
P <0.05

表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n（%）]
组别 注射部位血肿 出血事件 血小板减少 不良反应发生率

研究组(n=57) 2(3.51) 2(3.51) 2(3.51) 6(10.53)
对照组(n=57) 0(0.00) 3(5.26) 1(1.75) 4(7.02)

χ 2 - - - 0.439
P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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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基本上呈线性，持续用药时药物吸收受溶出速度会受到限制，

即吸收度及生物利用度均会下降，其临床疗效会受到制约。

低分子肝素钙是一种抗凝小分子药物，具备了较强的抗凝血因

子Xa活性。低分子肝素钙可有效溶解纤维蛋白，并阻断凝血酶原向

凝血酶转变。与普通肝素相比，低分子肝素活性/抗凝血活性更高

（1.5~4.0），出血发生率相对较低。从本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研究组

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要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相关文献一致[3]。这说

明低分子肝素钙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效果更佳，且不良反应较少，安

全性较为理想，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其具备了较长的t1/2与较高的生物利

用度。综合来看，低分子肝素钙可有效预防重症监护室患者静脉血栓

栓塞症，安全性较好，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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