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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心律学》期刊的主编，陈鹏生。感谢大家收听 2021 年 4 月的《心律
学》播客。感谢刘晓博士对这一期翻译工作的帮助。
这一期的前 4 篇论文，都是关于 COVID-19 与心律失常的研究。第一篇文章的题目
是：“房颤是 SARS-CoV-2 患者院内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 9564 位患者当中，
1687 位发生了房颤，占 17.6%。其中的 1109 例，是新发的房颤，占 65.7％。 房颤组的
院内死亡率要高于对照组。并且，新发房颤患者的院内死亡率高于既往房颤病史的患者。
窦性心律新发房颤的院内死亡风险比为 1.56。作者得出结论：在 COVID-19 住院患者当
中，17.6％发生了房颤。房颤，尤其是新发房颤，是院内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紧随之
后，是一篇观点文章，标题是：“ COVID-19 与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之间可能存在的
关联”。另外还有一篇有关 COVID-19 与心律失常的编辑评论。
接下来的文章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7，与房颤患者发生充血性心衰住院
的风险”。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7，缩写为 IGFBP-7，是一项心肌损伤的标志
物。 作者分析了 2 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队列研究，包括 3691 名房颤患者。作者在冷冻血
浆标本中测量了 IGFBP-7 和 NT-proBNP 的基线值，结果发现，较高的血浆 IGFBP-7 浓
度，与房颤患者发生充血性心衰住院密切且独立相关。 除了 NT-proBNP 以外，IGFBP-7
可以为患者预后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随后的文章标题是：“自我报告的体育运动与房颤风险：一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
析”。 作者分析了 15 项研究，包括 150 万个研究对象，年龄中位数为 55.3 岁。 体育活
动达到指南建议水平的人群，发生房颤的风险明显较低，危险比为 0.94。 量效分析表
明，每周进行 1900 MET 分钟的体育锻炼，与房颤的低风险相关，而超过这个水平的体
育锻炼，确定性则较低。 作者的结论是，在指南推荐水平及以上的体育锻炼与房颤风险
明显降低有关。 但是，每周 2000 MET 分钟以上的运动量，收益还不明确。
下一篇文章是“持续性房颤解剖消融的三种方法：Marshall 束消融、肺静脉隔离和
线性消融 (Marshall-PLAN)：一项前瞻性的单中心研究”。 这项研究严格的以解剖学为
依据，一共纳入了 75 位患者。 其中 69 人，也就是 92%，完成了 Marshall 静脉乙醇输
注。 经过 12 个月的随访，所有研究对象的 72%，也就是 54 人，在单次手术之后，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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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也没有再发房颤或房性心动过速。作者认为，这项新的消融策略
系统性的针对心房解剖学结构，是安全可行的。对于持续性房颤的患者，12 个月内控制
再发心律失常的有效率也很高。
下一篇论文的题目是： “用最大心房纵向张力的降低，作为房颤患者脑卒中风险分
层的实用参数”。在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上， 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房颤患者的最
大心房纵向张力，或者简称为左房张力，是减低的，并且伴有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 作
者研究了 1364 名房颤患者， 在平均 3 年的随访期内，有 105 人发生了缺血性脑卒中。
作者计算了左房张力的标准评分，将这些患者分为 5 组， 临床终点是缺血性脑卒中。
Kaplan -Meier 分析显示，评分较低的组发生脑卒中的比例更高。 这些数据表明，左房张
力的降低可以用来进行风险分层，并且与脑卒中的风险独立相关。
之后的这篇文章是：“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心肌病患者，室性心律失常的导管消
融”。这项研究一共包括 42 位患者，其中 13 人诊断为孤立性左室心肌致密化不全，占
31%； 27 人合并有扩张型心肌病，占 64%；剩下的 2 人合并有肥厚型心肌病，占 5%。
大多数患者伴有 PVC 和 VT。作者对 19 位患者，即 45.2％，进行了心内膜标测和消融，
对 3 位患者进行了心外膜消融。 结果发现，这类患者心律失常的发生基质是不一致的，
包括心室流出道、Purkinje 系统、以及非缺血性心肌病中类似于疤痕的组织。
接下来的文章标题是：“控制温度和流量的消融、超高功率短时消融与常规功率控
制消融的对比：局灶性和线性损伤特征的比较”。 作者分别使用了 90 瓦 4 秒的超高功率
短时消融，以及 30 瓦 30 秒的标准消融设定，比较了 6 只羊的右心房、左心房和右心室
的病变特征。 此外，还比较了 50 W 60 秒的消融设定下左心室的损伤。结果显示，控制
温度和流量的超高功率短时消融，导致的损伤面积更大，深度更浅，更均匀，也更少出
血。 与功率控制消融相比，超高功率短时消融会导致更多的透壁性和连续性线性损伤。
作者还发现，左心室的损伤更均匀，在温度和流量控制的消融过程中，组织内爆裂更少。
随后的文章题目是：“固定搏动：在深间隔导线植入过程中，导线到达左束支区域
的新型标记物。”固定搏动是指，在导线固定过程中，V1 导联出现的 qR / rsR'形态的异
位搏动。这个现象可以预测导线是否已达到所需的深度。如果没有见到固定搏动，表示位
3

置太浅，需要进一步旋转导线。作者一共分析了 339 位病人的 1278 次导线旋转操作，在
回顾性的分析中，在 339 次最终位置上，327 次观察到了固定搏动。而在 939 次导线放
置的进程中，只有 9 次出现了固定搏动。固定搏动，作为导线到达左束支区域的标志
物，其敏感性、特异性、阳性和阴性预测价值，约为 96-97％。而在前瞻性研究中，作者
用固定搏动来引导植入导线的最终位置，在所有患者中都观察到固定搏动，并且仅仅在左
束支深度才可见。作者得出结论：在深间隔导线植入过程中，监测固定搏动可以简化手术
过程，并有可能提高安全性。
下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孤立性二尖瓣脱垂和心源性猝死中，心室纤维化的组织学
系统定量”。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对孤立性二尖瓣脱垂和心源性猝死的患者，进行左、
右心室纤维化的系统定量。 患病组和对照组分别都是 17 人。患病组的左心室和室间隔纤
维化程度更高，但右心室的纤维化程度与对照组没有区别。作者认为，二尖瓣脱垂和心源
性猝死的患者，左室的重塑并不均匀，局灶性和系统性的纤维化同时存在，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病理学特点。
接下来的这篇论文题目是：“心脏磁共振间隔区延迟钆（ga，二声）增强模式，对
阵发性室速消融的预后价值：非缺血性心肌病中，前隔基底的异质性”。在 2017 到
2020 年之间，234 例与疤痕相关室速消融的患者当中，作者分析了 25 位患者一共 108
例室速。采用全长隔膜延迟增强的方法，可以诱发更多的室速形态。 室速复发患者的延
迟增强容积比无复发的患者更大。在随访 16 个月之后，部分隔膜延迟增强组，室速零复
发的比例为 52％，显著高于全长隔膜延迟增强组。作者总结，源自前隔基底的室速，与
间隔瘢痕的异质性模式和程度有关。术前影像学检查可以细分这一类患者，包括更多室速
形态的倾向，以及消融后的复发。
这篇论文之后，是另一篇与心肌瘢痕有关的文章，标题为：“既往心肌炎和室性心
律失常：瘢痕类型的重要性”。这项回顾性研究的对象包括，连续 144 例既往有心肌炎
和心律失常的患者，其中 44％存在前间隔瘢痕，61 名患者接受了导管消融术。无论在导
管消融组，还是在整个队列当中，前间隔瘢痕都是室性心律失常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作
者的结论是，对于既往有心肌炎和室性心律失常的患者，无论采用哪种治疗策略，前间隔
瘢痕都与不良的预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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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文章题目是：“不明原因的晕厥和中度左室功能不全患者的病因和预
后”。作者前瞻性随访了 104 位患者，为期 2 年，71 人得出了诊断。心律失常是最常见
的病因，其中 45.2％为房室传导阻滞，9.6％为室性心动过速。总体死亡率为 8.1％人年，猝死和不明原因的死亡率为 0.9％人-年。这些发现表明，在中度左心功能不全和不明
原因的晕厥患者当中，根据电生理研究和/或植入式心脏监护仪的系统诊断策略，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指导诊断和治疗。心律失常，尤其是房室传导阻滞，是这一人群晕厥最常见的
病因。
下一篇文章是：“小儿和成人异位综合征患者的双房室结、心律失常和生存率”。
在 366 名异位综合征患者当中，326 人有右房异构，占 89.1%； 35 人有左房异构，占
9.6%；还有 5 人有不确定的异构，占 1.4%。 其中，71 位患者是成人，占 19.4%。
37.2％的患者伴有心律失常，其中大多数是室上性心动过速。 51.5％的右房异构者和
8.7%的左房异构者存在双房室结，而在不确定的异构患者当中，有 40%存在双房室结，
这也是室上速的主要预测因子。 作者的结论是，在这个队列中，右房异构是最主要的亚
型。 总体而言，在西方和东亚的研究中，右房与左房异构比例的中位数分别为 0.731 和
5.450。 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节律性心动过缓都很常见，但各亚型的频谱各不相同。
随后的论文题目是：“雷诺嗪在孤立性房颤山羊模型中的电生理作用”。 雷诺嗪是
一种抗心律失常药物，具有很强的心房选择性。 研究者将电极片植入 8 只荷兰山羊的心
房外膜，并记录了基线值、持续性房颤 2 天后和 14 天后的数据。雷诺嗪可以显著延长心
房的有效不应期，并且在基线值和房颤 2 天后降低心房传导速度。 而在房颤 2 周后，雷
诺嗪可以延长房颤周长，但对恢复窦律无效。 作者认为，在孤立性房颤山羊模型中，在
房颤诱导的心脏重塑的各个阶段，大剂量的雷诺嗪能同时影响心房和心室的电生理参数，
但不能将房颤转复为窦律。
下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高强度超声导管消融可以在体内形成深部的心肌内损
伤”。 作者在离体灌注猪心肌消融模型中，对灌注的 12F 超声导管进行了测试。 通过
6.5 MHz 导管造成的损伤深度和体积最大。 大体病理学所见的损伤深度，在消融后和术
后 30 天之间没有变化。损伤体积在术后 30 天有所减少，但透壁性从 58％增加到了
81％。 延迟增强的磁共振证实了密集的房间隔消融，T1 时间在消融后和术后 30 天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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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 T2 时间仅在消融后增加。 作者的结论是，高强度超声导管消融可能通过心内膜入
路，有效治疗心肌内部或心外膜室性心律失常。
下面这篇文章是：“两种有助于新药开发的犬类临床前模型”。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
对 5 种犬类房颤模型进行全面评估。 结果显示，快速心房起搏，4 周心房起搏和心衰模
型，均不能成功诱发足够长时间以及重复的房颤发作，来研究抗心律失常药物。 相反，
在大约 30％的动物中，间歇性的长期心房起搏所诱导的房颤，可以持续 4.5 个小时以
上。 急性模型中，使用卡巴胆碱和短期心房起搏，可以在超过 75％的动物身上诱发房
颤，持续超过 15 分钟，从而用来测试抗心律失常药物。 作者认为，间歇性长期心房起
搏，或者局部卡巴胆碱注射与连续短期心房起搏相结合，可能有助于未来房颤药物的开
发。
在以上这些论文之后，是一篇时论文章，标题为：“植入心脏电子设备术后，尽量
减少血肿形成的当前策略：综述”。 Fred Morady 博士撰写了题为“室上性心动过速的
诊断和治疗”的观点文章，这是我们庆祝射频消融 30 年系列专题中的第四篇。
以上就是本期期刊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是主编，陈鹏生，感谢大
家的收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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