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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中农大动物医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兽医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中农大动物医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富强、傅梦竹、刘蕾、俞东才、王佳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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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猫淋巴系统 X 线造影技术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物诊疗机构在犬猫临床工作中应用X线造影进行淋巴系统疾病检查和影像诊断的操

作标准。包括造影剂类型、造影剂不良反应、适应证、禁忌证、造影前准备、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本文件适用于犬猫淋巴系统X线造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造影剂 contrast media 

又称对比剂，是指在影像学检查中，可以增加内脏组织、管腔对比度，使其形态、轮廓、病变特征

更加清晰的特殊物质。 

3.2  

X 线造影检查 contrast study 

一种X线检查方法，使用阳性或阴性造影剂以增加组织能见度，以观察在X线片上不易看见的器官或

结构。可以协助临床医生在无创的情况下建立诊断。 

3.3  

阳性造影剂 positive contrast media 

是一种密度高、吸收X线多、原子序数高、比重大的物质。 

3.4  

密度 density 

指X线影像黑化程度。 

3.5  

直接淋巴管造影 direct lymphangiography 

直接将造影剂注射进淋巴管或淋巴结的淋巴系统造影技术。 

3.6  

间接淋巴管造影 indirect lymphangiography 

将造影剂注射进皮下或皮内，间接被淋巴系统吸收的淋巴系统造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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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造影剂 

4.1 造影剂的选择 

犬猫淋巴系统X线造影应使用碘制剂，包括离子型碘制剂和非离子型碘制剂。 

4.2 造影剂不良反应 

4.2.1 心血管系统 

心血管系统不良反应包括： 

——血管张力改变：副交感神经活动引起外周血管扩张与心动过缓、血压下降、回心血量下降。 

——局部血管并发症：注射部位疼痛、静脉炎、静脉血栓。 

——心脏直接作用：降低心收缩力、增加心脏负荷。 

4.2.2 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包括： 

——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 

——脑水肿、癫痫或晕厥。 

4.2.3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统不良反应包括： 

——渗透性利尿。 

——可能出现急性肾衰竭，但很罕见。这是由于造影剂肾小管毒性、肾脏血管收缩及低血压所致。 

4.2.4 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不良反应根据程度不同包括：咳嗽、呼吸困难、喉头水肿。 

5 犬猫淋巴系统 X线造影检查 

5.1 直接淋巴管造影 

5.1.1 经肠系膜淋巴结胸导管造影 

5.1.1.1 适应证和禁忌证 

适应证如下： 

——先天性或获得性四肢水肿。 

——探查乳糜胸的原因，如创伤性破裂、梗阻、淋巴管扩张。 

——评估胸导管结扎手术的效果。 

禁忌证如下： 

——肠系膜淋巴结附近的感染，可能通过注射造影剂散播。 

——任何全身麻醉的禁忌证。 

——已知对造影剂敏感或有过敏反应。 

5.1.1.2 造影前准备 

造影前准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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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并评估胸腔、腹腔的 X 线平片。 

——造影前加热造影剂。 

——腹部区域进行备皮消毒。 

5.1.1.3 造影剂浓度及剂量 

离子型或非离子型碘制剂。浓度：250 mgI/mL~300 mgI/mL。剂量：1 mL/kg。 

5.1.1.4 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包括： 

——全身麻醉。 

——通过开腹探查隔离空肠肠系膜根部淋巴结，肠系膜淋巴管中留置 22G 留置针导管。 

——用手或通过造影泵快速注射造影剂。 

——每 5 min 拍摄腹部侧位 X 线片，直到胸导管充分填充造影剂。 

——拆除穿刺导管，常规关腹。 

5.1.1.5 图像显示要求 

图像显示要求包括： 

——注射部位无造影剂大范围泄漏，引流的淋巴管无大范围破裂造成造影剂泄漏。 

——引流的淋巴管、乳糜池及胸导管显像清晰。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等明显伪影。 

5.1.1.6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包括： 

——造影过程严格按照无菌手术要求进行。 

——过大的注射压力可以使淋巴管破裂。 

——在此操作中不能使用钡制剂。 

5.1.2 超声引导经腘淋巴结胸导管造影 

5.1.2.1 适应证和禁忌证 

适应证同5.1.1.1。 

禁忌证如下： 

——腘淋巴结附近的感染，可能通过注射造影剂散播。 

——任何全身麻醉的禁忌证。 

——已知对造影剂敏感或有过敏反应。 

5.1.2.2 造影前准备 

同5.1.1.2。 

5.1.2.3 造影剂浓度及剂量 

离子型或非离子型碘制剂。浓度：250 mgI/mL~300 mgI/mL。剂量：0.5 mL/kg。 

5.1.2.4 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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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 

——通过高频（8 MHz~12 MHz）超声线阵探头，扫查并显示后肢腘淋巴结。 

——在超声可视下，将 25G~30G 注射器针刺入腘淋巴结内。 

——注射器与延长管连接，用手或通过输注泵注射造影剂。 

——完成注射后，撤出注射器针头。 

——完成注射后，立即开始拍摄肢体和相关淋巴引流区域（胸部，腹部，骨盆）的系列 X 线片，X

线片数量根据淋巴灌注速率而变化，拍摄时间最晚不超过第 15 min。 

5.1.2.5 图像显示要求 

同5.1.1.5。 

5.1.2.6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包括： 

——使用低频超声探头或动物体型较小时，超声可能无法清晰显示腘淋巴结。 

——造影剂注射过程中压力过大，会使其泄漏至腘淋巴结周围，大量造影剂泄漏提示注射失败。 

5.2 间接淋巴管造影 

5.2.1 适应证和禁忌证 

适应证如下： 

——先天性或获得性四肢水肿。 

——探查乳糜胸的原因，如创伤性破裂、梗阻、淋巴管扩张。 

——评估胸导管结扎手术的效果。 

——无法进行直接淋巴管造影时。 

——评估肿瘤疾病动物的前哨淋巴结。 

禁忌证如下： 

——注射区域附近的感染，可能通过注射造影剂散播。 

——任何全身麻醉的禁忌证。 

——已知对造影剂敏感或有过敏反应。 

5.2.2 造影前准备 

造影前准备包括： 

——拍摄并评估胸腔、腹腔的 X 线平片。 

——造影前加热造影剂。 

——注射区域进行备皮消毒。 

5.2.3 造影剂浓度及剂量 

离子型或非离子型碘制剂。浓度：250 mgI/mL~300 mgI/mL。剂量：1 mL/kg。 

5.2.4 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包括： 

——全身麻醉。 

——用 22G 注射器针刺入相应注射部位皮下（跗关节、爪垫、乳腺等）。 

——用手或通过输注泵缓慢注射造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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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注射后，撤出注射器针头，并轻柔按摩注射区域 3 min~4 min。 

——完成注射 5 min 后，开始拍摄肢体和相关淋巴引流区域（胸部，腹部，骨盆）的系列 X 线片，

X 线片数量根据淋巴灌注速率而变化，拍摄时间最晚不超过第 30 min。 

5.2.5 图像显示要求 

同5.1.1.5。 

5.2.6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包括： 

——在此操作中不得使用钡制剂。 

——体重大于 20 kg 动物中，适当加大造影剂注射剂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