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心脏导管插入术做准备
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

欢迎
感谢您选择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 (IHVI)进行心脏导管插入术。请放心，专家和爱
护您的人将负责您的手术。在IHVI，我们的医师、护士和心血管专家致力于在您的手术过程以
及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为您提供出色的护理。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询问您的医师、护士
或心脏导管实验室（cath lab）的工作人员。

关于您的手术
心脏导管插入术是一种用于诊断和治疗患有各种形式的心脏病或阻塞性疾病的患者的手术。在
此介入过程中，将导管通过患者的腹股沟或手臂插入通向心脏的动脉中。通过导管注射对比染
料，这样，医生就可以查看向心脏供血的动脉，以确定可能影响动脉的任何问题，并确定最佳
的治疗方法。

您的手术预定安排是：

日期：
(Date)

地点：
(Location)

到达时间：
(Arrival Time)

手术时间：*
(Procedure Time)

* 请注意，在您手术当天紧急情况可能会改变时间表。如果有任何变化，您都将收到通知。

																	

手术准备
手术前14天：完成实验室工作

术前面谈工作表

必须在手术前3至14天完成实验室工作，以便医院及时

请为您安排的与护士的电话面谈提供以下信息：

接收结果。您可以选择使用自己选择的实验室，该实验

您目前服用的药物名称

室由您的保险承保。

实验室服务地点

（包括所有非处方药和草药补品）

药物名称

剂量

服用次数

Inova Laboratories为整个北弗吉尼亚地区的实验室工
作和测试提供预约。有关地点和时间的列表，请访问
inova.org/locatelab
如果您正在Inova Fairfax Medical Campus接受心脏
导管插入手术，还可以与现场Inova Pre-Procedural
Evaluation Clinic预约实验室工作和测试：
Inova Pre-Procedural Evaluation Clinic
Inova Professional Services Building, Ground Floor
3300 Gallows Rd., Falls Church, VA 22042

过去需要麻醉的手术清单
手术

麻醉

地点/日期

实验室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至下午6:30
电话：703.776.2000
传真：571.472.6508

手术前一到三天：
面谈电话
您将接到术前面谈电话，以收集信息，确定任何特殊需

列出您的专家和初级保健医师

求并提供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您没有接到电话，请在手

请注意：需要心脏病、肺病、肾脏病、血液/肿瘤学、神经病学和疼
痛管理专家，根据您的健康状况，可能需要其他专家。

术当天带上以下信息：
- 当前用药频率列表，包括所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补品和维生素
- 对药物，食物或乳胶的过敏反应
- 以前的手术史和病史
- 任何其他相关的医学信息

取消：如果您需要取消手术，患重病或健康状况有所改
变，请尽快拨打电话联系您的医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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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的测试

哪里

什么时候

饮食说明

- 共付额，如果有要求

• 手术前24小时内请勿吸烟或饮酒或咖啡因。

- 预先医疗指示或生前遗嘱副本

• 手术前一天晚上午夜后不要吃东西，喝东西或嚼
口香糖或薄荷糖。

- 拐杖、助行器、手杖或辅助设备

药物
• 您的医师可能会临时调整常规药物，尤其是在您
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
• 如果您对IV对比剂（染料）或贝类过敏，则可以
在到达医院之前或之后给您开额外的药物处方。

活动限制：家庭/工作安排
根据导管的入口点，您的活动将受到限制。请相应地
计划：
• 手术过程中的腹股沟接触：手术后24小时限制使
用楼梯，并且五天内不得提重物（任何大于10磅
的重量）。
• 手术过程中的腕部接触：手术后五天请勿用受影
响的手臂举起大于5磅的东西。

交通
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和活动限制，您不能在手术后24
至48小时内开车，因此要与负责的成年人（18岁或以
上）一起往返医院。
您可能会乘坐私人车辆或出租车。但是，负责的成年
人必须与您呆在一起。

您的手术日
• 只喝一小口水来服用早上的药物。
• 手术当天早上洗个澡。

- 如果您在家中使用氧气，请携带足够的氧气往返
医院
- 眼镜、隐形眼镜、假牙、助听器等用的容器
- 带有口罩、管路和固定装置的CPAP机器，如果
有需要
- 救援吸入器，如果有使用
- 可能住一夜要用的盥洗用品
- 当前药物清单，包括剂量和频率

到达，登记和准备
如果您计划在Inova Fairfax Medical Campus的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 (IHVI)进行手术，则到达
时间通常是您的手术窗口前两小时。但是，医院将指
示您何时到达医院。
车辆停在IHVI旁边患者/访客的灰色车库，或在IHVI旁
边的Inova Fairfax Hospital Surgical Center入口使用
代客停车服务。进入位于底楼的IHVI大楼，然后进入
Cath/电生理学(Electrophysiology (EP))登记区。
如果您计划在Inova Alexandria Hospital接受手术，请
在计划时间之前一小时到达，或者在医生指示的时间
到达。
如果您计划在Inova Loudoun Hospital进行手术，请
在计划时间之前90分钟到达，或者在医生指示的时间
到达。

• 请勿使用乳液或香水。

计划在上午8点进行手术的患者应在早上7点到达。到
达时，请直接前往注册区办理手术登记。

• 您可以刷牙，但不要吞咽。

有关医院的位置，方向和停车信息，请参阅后页。

• 取下所有珠宝（包括穿孔饰品）。

请注意，在您手术当天紧急情况可能会改变时间表。
任何会影响您的手术窗口时间的变化都将通知到您。

• 将所有贵重物品留在家中。
• 穿舒适、宽松的衣服。
• 带上以下物品：
- 带照片的身份证/驾驶执照
- 保险卡

一旦您完成手术登记后：
• 您将等待护士护送您到达手术前区域。
• 您将被带到您的私人接纳湾区。
• 手术前，系统会要求您排空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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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将被要求换上医院的病人服和防滑袜。
• 您将把所有辅助设备（拐杖、手杖、助行器、轮
椅、便携式氧气等）留给陪同您的负责的成
年人。
• 护士将完成您的接纳，获取生命体征和病史，并
检查手术。
• 如果您同意参加研究试验或有资格，临床研究协
调员可能会与您会面。
• 一条静脉(intravenous (IV))管线将放置在您的一条
静脉中，以便您在手术过程中可以接收液体和
药物。

陪同的家人 /朋友
您手术前
数量有限的家人/朋友可能会陪伴您进行手术。
一旦您的接纳过程完成，他们可以在术前阶段和您呆
在一起。

您手术中
您的客人可能会在接待区等待，或者前往其他医院区
域。他们将获得一个带有唯一标识符的表格，以便在
等候区的电子板上通过手术流程跟进您的状况。

您手术后
手术完成后，将邀请家人/朋友在恢复区重新与您团

1. 导管插入部位将被刮毛并用消毒肥皂（蓝绿色）
清洗，并将放置无菌盖布。
2. 如果需要，您将获得IV镇静药和止痛药，以帮助
您放松。
3. 局麻药将被插入导管插入部位周围的皮肤中。心
脏科医生会将导管插入手腕的桡骨动脉或腹股沟
的股动脉。如果手术需要静脉，则可以使用手
臂、颈部或腹股沟中的静脉进行手术。
4. 将插入一根导管并将其穿入您的心脏。对于左心
导管检查：一旦导管到达您的心脏，将通过导管
注入少量染料。这使心脏病专家可以查看通过冠
状动脉的血流并确定是否有阻塞。您的动脉的照
片将从多个角度拍摄。注入染料后，您的胸部可
能会感到温暖、潮红的感觉。这些感觉很正常，
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如果在手术过程中的任何
时间感到不适，如胸痛、头晕、呼吸急促、恶心
或背痛，请通知任何团队成员。
5. 将移除导管，并封闭该部位。
• 动脉：如果使用了腕部的桡骨动脉，将使用一
条柔软的塑料带在穿刺部位施加压力2至4个小
时。康复护士将缓慢释放压力，并用绷带包扎
穿刺部位。
• 股动脉：如果使用了腹股沟中的股动脉，医生

聚。手术后，您的医师将与您和您的家人交谈。

将决定防止出血的封闭部位的最佳方法：

您手术中

- 手动加压：可以对穿刺部位施加直接压力10

导管插入术通常需要60至90分钟。在此过程中，您将
躺在特殊的X光检查台上。桌子上方将放置一台大型X
射线机，它会显示您的心脏图像，供医生评估。您的
心率、血压和氧气水平将得到持续监控。房间将凉爽
明亮，工作人员将为您提供温暖的毯子。
工作人员将戴好手术帽、口罩和手术衣以保持无菌环
境。在手术过程中，您将可以交谈和提问，但您必须
保持躺着。心脏导管团队由心脏病专家、心血管专家
和专门从事心脏手术的注册护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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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步骤

到20分钟，以防止出血。完成此操作后，将
在穿刺部位上方放一小绷带。
- 封闭装置：有几种类型的装置可帮助防止
出血。

心脏导管插入后立即
门诊病人

住一夜患者的出院时间窗口通常是手术后第二天的上午9
点至中午。请确保您在这段时间内可以乘车回家。

导管插入完成后，您将在患者康复室卧床休息几个

处方药

小时。您接受导管插入术的手臂或腿的活动性将受

您的护理团队将确保您选择的药房可以提供您的处方药。

到限制。您的生命体征、心律、手术部位和舒适度
将受到密切监控。您可能会收到访客*。
鼓励术后进行口服补液。您会得到IV输液，并会得
到水/果汁。
卧床休息是手术后的一到六个小时。完成规定的卧
床休息之后，您将需要步行两次。如果您没有任何
问题，则将审核术后指示，并让您出院。
住院病人
导管插入完成后，您将在患者康复室卧床休息几个
小时。您接受导管插入术的手臂或腿的活动性将受
到限制。您的生命体征、心律、手术部位和舒适度
将受到密切监控。您可能会收到访客*。
鼓励术后进行口服补液。您会得到IV输液，并会得
到水/果汁。
除非正在解决其他医疗问题，否则通常第二天就会
让您出院。
*我们不鼓励有感冒、流感或其他传染病迹象的访客来

访，因为我们的许多患者特别容易感染。

安全
请记住并遵循以下安全准则：
• 由于药物的副作用，附件（IV，氧气）以及不熟悉
的环境，您跌倒的风险增加。
• 用您的呼叫铃。
• 希望工作人员在走路和起身使用浴室时与您同行。

出院
当您被准许出院时，您会收到出院活页夹和就诊后
摘要(after-visit summary (AVS))。

为了您的方便，Inova Fairfax Medical Campus在IHVI
的底楼以及急诊室设有现场零售药房Inova Pharmacy
Plus。有关Inova Pharmacy Plus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nova.org/pharmacyplus

驾车限制
如果您接受了镇静或麻醉，则接下来的24小时内将无法开
车。如果将桡骨动脉用作手术部位，则接下来的48小时内
您将无法驾车。您必须与一名负责的成年人（18岁或以上）
一起乘车回家，并向我们提供将您带回家的人的姓名。

重要电话号码
Inova Fairfax Hospital
介入性心血管进入和恢复................................703.776.7050
(Interventional Cardiovascular Admission and Recovery (ICAR))

Cath Lab传真号码 (Cath Lab Fax).....................703.776.6700
预约办公室 (Scheduling Office)..........................703.776.2393

Inova Alexandria Hospital
心血管与介入放射科........................................703.504.7950
(Cardiovascular and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Department)

Cath Lab传真号码 (Cath Lab Fax)....................703.504.3287

Inova Loudoun Hospital
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
Loudoun Campus.............................................703.858.8660
Cath Lab传真号码：(Cath Lab Fax).................703.858.8670

其他电话号码
您的医师：

金融服务：
Inova Alexandria Hospital................................703.504.3069
Inova Fairfax Hospital........................................571.423.5750
Inova Loudoun Hospital....................................703.858.8091

5

Notice of Non-Discrimination
As a recipient of fede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Inova Health System (“Inova”) does not exclude, deny benefits to,
or otherwise discriminate against any person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sex, disability or age
in admission to, participation in, or receipt of the services or benefits under any of its programs or activities,
whether carried out by Inova directly or through a contractor or any other entity with which Inova arranges to
carry out its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his policy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itle V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Section 504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 the Age Discrimination Act of 1975, Section 1557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nd
regulation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issued pursuant to these statutes at 45 C.F.R.
Parts 80, 84, 91 and 92, respectively.
Inova:
• Provides free aids and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us such as:
- Qualified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 Written information in other formats (large print, audio, accessible electronic formats and
other formats)
• Provides free language services to people whose primary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such as:
- Qualified interpreters
- Information written in other languages
If you need these services, please let our staff know of your needs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f you believe that Inova has failed to provide these services or discriminated in another way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or sex, you can file a grievance by calling 703.205.2175. You can file
a grievance in person or by mail, fax or email. If you need help filing a grievance, the Patient Relations staff is
available to help you.
You can also file a civil rights complaint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electronically through th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Complaint Portal, available at
https://ocrportal.hhs.gov/ocr/portal/lobby.jsf, or by mail or phone at: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 Independence Ave., SW
Room 509F, HHH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201
1.800.868.1019, 800.537.7697 (TDD)
Complaint forms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hhs.gov/ocr/office/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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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和方向
Inova Alexandria Hospital
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
4320 Seminary Rd.
Alexandria, VA 22304
703.504.3000

停车处
北霍华德街的普通停车场设有免费停车
场。周一至周五，上午5:30 –下午7:30
，在患者入口处提供免费代客停车。

驾车路线
从阿灵顿或华盛顿特区出发：沿
I-395南至神学院路出口。向左转，
到东出口。走四个街区。医院在右
侧，神学院路和霍华德街拐角处。
从里士满：沿I-95 北到达斯普林菲
尔德。您可以选择I-495，I-395和
I-95。继续驶入395北到神学院路。
向右转，到东出口。走四个街区。
医院在右侧，神学院路和霍华德街
拐角处。
Inova Fairfax Medical Campus
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
3300 Gallows Rd.
Falls Church, VA 22042
703.776.4001

病人入口和停车场
从伍德伯恩路进入Inova Fairfax
Medical Campus，到健康大道上。
经过Inova Fairfax Hospital Surgery
Center和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并在右侧和公园进入灰
色车库。乘电梯到G层。进入底楼
的建筑物，然后沿着大厅走到心脏
Cath Lab/EP Lab手术登记台。

驾车路线
通过I-495（首都环城公路）

从北部（泰森斯）：沿51号出口。
在坡道的顶部，穿过盖洛斯路到
伍德伯恩路。在第一个路口，右
转到健康大道。 经过Inova Fairfax
Hospital Surgery Center和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然后
进入右侧的灰色车库。
从南部（亚历山大/斯普林菲尔德）
：沿51号出口。在坡道顶部的交通
信号灯处，左转到盖洛斯路。左转
到伍德伯恩路。转到第一个交通信
号灯，然后右转到健康大道。经
过Inova Fairfax Hospital Surgery
Center和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然后进入右侧的灰色车
库。
通过 50号公路

从西部（Fairfax）：驶入650/盖洛
斯路。在坡道的顶部，右转驶入盖
洛斯路。在盖洛斯路上继续行驶，
然后右转到伍德伯恩路。转到第一
个交通信号灯，然后右转到健康
大道。经过您右侧的Inova Fairfax
Hospital Surgery Center和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然后
在右侧进入灰色车库。

Inova Loudoun Hospital
Schaufeld Family Heart Center
44035 Riverside Pkwy., Suite 120
Leesburg, VA 20176
703.858.8660

停车处
医师办公室II期（44035号大楼）前
面的停车场提供免费代客停车。

驾车路线
从利斯堡和点西路出发：沿7号公路
向东行驶。驶入兰斯当大道。
在第一个停车标志处右转进入滨江
大道。在第一个路口右转进入医院
正门。
从泰森斯角和点东路：沿7号公路西
行。驶入兰斯当大道。在第一个停
车标志处右转进入滨江大道。在第
一个路口右转进入医院正门。
从杜勒斯南和点南路：沿着劳登县
公园大道行驶。左转到长青磨坊
路。右转到贝尔蒙特里奇路。右转
到7号公路东。驶入兰斯当大道。
在第一个停车标志处右转进入滨江
大道。在第一个路口右转进入医院
正门。

从东部（华盛顿/福尔斯教堂）：
经过I-495公路，然后驶入650/盖
洛斯路。在坡道顶部的灯处，左转
到盖洛斯路。在盖洛斯路上继续行
驶，然后右转到伍德伯恩路。转到
第一个交通信号灯，然后右转到健
康大道。经过Inova Fairfax Hospital
Surgery Center和Inova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然后进入右侧的
灰色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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