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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心律学》主编陈鹏生。 本杂志 2022 年 9 月刊是我们关于心房颤动的年度焦点
刊。 第一篇文章是“心房颤动消融对心脏植入电子设备患者活动时间的影响”。 作者使用
Medtronic CareLink® 数据库来识别具有 AF 检测和加速度计的 CIED 患者。 在接受 AF 消融的
4297 名患者中，409 名 (9.5%) 被纳入分析。 消融后，相对 AF 负荷减少了 75.1%。 整个队列消
融后每天的活动分钟数没有变化。 作者得出结论，在 AF 消融后，CIED 患者每天的活动分钟数
没有临床上的显着变化。
下一篇文章是“使用安大略省行政健康数据 15 年的经导管 PFO 闭合后新发心房颤动的发生
率”。 在 1533 名患者中，96 名（6.26%）在 PFO 闭合后出现新发 AF，平均随访时间为 8.2
年。 根据 Cox 模型，年龄 >60 岁和糖尿病是 AF 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独立预测因子。 作者得出
结论，PFO 闭合后新发 AF 的发生率相对较低。 在该人群中，糖尿病和年龄>60 岁是与新发 AF
相关的最重要因素。
接下来是“以非接触式电荷密度标测识别的肺静脉隔离前后的心房颤动机制”。 本研究的目的是
使用非接触式标测来详细检测阵发性和持续性 AF 中的全局传导模式以及它们在 PV 消融期间如
何被变化。 40 名患者在 AF 消融期间的肺静脉隔离 (PVI) 前后使用非接触式导管进行了标测。
术后对每位患者的传播历史图进行分析，以将传导模式分类为局灶性、有组织的折返性和无组织
模式。 作者发现，持续性 AF 与阵发性 AF 的不同之处在于显示出更高的无序模式区域数量和比
例，以及较低的有组织模式和局灶模式区域数量和比例。
下一篇是“持续气道正压治疗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肺静脉隔离后心房颤动复发的影响：一
项随机对照试验”。 作者将阵发性 AF 和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AHI) ≥15 事件/小时的患者随机
分配至 CPAP 或标准治疗组。 对 83 名患者进行了 PVI。 37 名患者随机接受 CPAP 治疗，46 名
患者接受标准治疗。 CPAP 组的 AHI 从 26.7 事件/小时降至 1.7 事件/小时，但消融后的 AF 负担
在各组之间没有差异。 作者得出结论，在阵发性 AF 和 OSA 患者中，CPAP 治疗并未进一步降
低消融后 AF 复发的风险。 PVI 显着降低了 OSA 患者的 AF 负担，组间没有任何差异。
接下来是“未手术房颤患者瓣膜和心律失常手术后植入永久性起搏器”。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接
受瓣膜手术的术 AF 患者术后 PPM 植入的患病率和长期生存率。 结果表明，只有 2.5% 的患者
需要在手术后植入 PPM。 三尖瓣干预、体外循环时间和心内膜炎被证明是 PPM 的危险因素。
在长期随访中，PPM 与死亡率增加无关。 手术消融与 PPM 植入无关。 此外，无论 PPM 状态如
何，手术消融都能提高生存率。
下一篇文章是“血清外泌体长链非编码 RNA 作为心房颤动的诊断生物标志物”。 作者首先筛选
并鉴定了与对照组相比，持续性房颤患者血清外泌体中 26 个差异表达的外泌体长链非编码
RNA。 然后，他们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持续性 AF 患者血清中的外泌体长非编
码 RNA 持续上调。 作者得出结论，血清来源的外泌体长链非编码 RNA LOC107986997 可以作
为 AF 的潜在诊断生物标志物

接下来是“心房心外膜脂肪组织的分泌蛋白质组通过心肌重塑促进折返性心律失常”。 作者收集
了患有和不患有 AF 患者的心房心外膜脂肪组织和皮下脂肪组织。 在脂肪组织外植体孵育 24 小

时后收集分泌物组。 然后，他们用心外膜脂肪组织、皮下脂肪组织分泌蛋白质组和心肌细胞条件
培养基培养新生大鼠心室肌细胞 72 小时。 他们发现钾电流的变化使心肌细胞的静息膜去极化，
同时 connexin43 的表达降低。 与心外膜脂肪组织一起培养的心肌细胞显示出传导速度降低和传
导异质性增加。 作者得出结论，心外膜脂肪组织减慢传导，使静息电位去极化，改变电细胞-细
胞耦合，并促进折返性心律失常。
这些论文之后是两篇以 AF 为重点的研究快报。 第一个标题为“与射频和冷冻球囊消融相比，使
用脉冲场消融进行肺静脉隔离后的肌钙蛋白释放”。 第二个是“宽带介电成像指导温控心房颤动
消融的可行性”

除了关注房颤的文章外，我们还发表了以下常规文章。 第一个标题为“通过室间隔静脉穿支进行
室性早搏除极的心肌内标测：区分上室间隔区与左心室顶部起源”。 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室间隔
心肌内标测区分起源于高位室间隔的室性早搏除极 (VPD) 和起源于心外膜下间隔内的室性早搏。
47 例中的 44 例 (93.6%) 成功进行了间隔内上位点定位。 作者发现，很大一部分（45.5%）似乎
来自左心室顶部的 VPD 实际上具有高位间隔内部位起源。 其中很大一部分（11.3%）可以通过
从最接近最早的间隔内激活位点的解剖学有利位置从心内膜消融。
下一篇文章是“房室传导疾病患者的左束支区域起搏：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 包括因起搏器
植入而转诊的房室传导疾病患者。 LBBAP 在 364 名患者中的 340 名 (93%) 中成功。 适应症之
间或窄与宽 QRS 患者之间的手术成功率没有差异。 植入时 0.4 ms 脉宽时的平均 LBBAP 阈值为
0.77 ± 0.34 V，并在随访期间保持稳定。 有 4 例 (1.2%) 急性 LBBAP 电极脱落。 作者得出结
论，对于 AV 传导疾病患者，LBBAP 是安全可行的，成功率高。 与希氏束起搏相比，LBBAP 在
所有 AV 传导疾病中的整体成功率仍然很高，并且在随访期间电极参数保持稳定。
接下来是“24 小时心电图记录的 2 型长 QT 综合征中 β 受体阻滞剂对心室复极的影响”。 作者
研究了 25 名 2 型长 QT 综合征患者。 β-受体阻滞剂治疗降低了最大 T2/T1 波振幅比。 在药物
治疗下，心率≥75 次/分钟时最大 TPE 间期较短，而心率 100 次/分钟时最大 QT 间期较短。 作
者得出结论，β-受体阻滞剂通过减少心电图早期后除极和通过减少心率升高时心电图复极离散度
和心室复极持续时间的突然延长来稳定 LQT2 的心室复极。 β-受体阻滞剂对停顿性早期后除极
的影响较弱。 这些发现为 β 受体阻滞剂对 LQT2 中运动诱发的心脏事件的保护作用提供了心电
图解释。
接下来是“与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设备远程监测依从性相关的因素”。 作者将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家
心脏设备监测计划的远程监测数据与临床数据联系起来。 在 52,574 名患者中，远程监测的平均
依从率为 71.9%。与白人相比，黑人或非裔美国患者完全遵守远程监测的几率较低，而西班牙裔
或拉丁裔患者完全遵守远程监测的几率较低。 痴呆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与远程监测依从
性降低相关。 作者得出结论，R 远程监测依从性因种族、民族和神经精神合并症而存在显着差
异。
接下来是“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后的起搏负担和临床结果，一份真实世界的登记研究”。共有
1239 例患者接受了 TAVR，中位随访时间为 2.3 年。接受新的起搏器植入的患者有更高的死亡和
心力衰竭住院的综合结局，并与几乎两倍 1 年死亡率相关。然而，起搏负荷与主要预后无关。此
外，在 3 年的随访中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作者的结论是，TAVR 术后植入起搏器与较高的 1 年

不良结局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良结局会减弱，这表明竞争因素可能起作用。有趣的
是，起搏负荷与不良的临床病程无关。
接下来是“妊娠期间治疗 LQTS 的当代母胎结局：纳多洛尔对胎儿有害吗？”。 在 31 名 LQTS
女性的 68 次活产妊娠中，4 名母亲发生了 5 次心律失常事件。 所有心律失常事件均发生在产
后，服用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未发生心律失常事件。 纳多洛尔是整个孕期和产后最常用的处方
药。 暴露于 β 受体阻滞剂与未暴露胎儿的宫内生长受限率没有显着差异。 产后未见低血糖，暴
露组 1 例出现心动过缓。 作者得出结论，β-受体阻滞剂治疗，特别是纳多洛尔，与更高的宫内
生长受限发生率无关。 此外，新生儿心动过缓很少见，未观察到低血糖。
下一篇是“儿科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患者及其父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50 名青少年和 43 名
家长完成了筛查。 其中，6 名青少年 (12%) 符合可能诊断为 PTSD 的筛查标准，而 20 名父母
(47%) 符合筛查措施的 PTSD 分界线。 作者发现，与青少年相比，父母更有可能满足 PTSD 的
标准。 在青年时期，PTSD 与医学和社会心理因素有关，而父母的 PTSD 与女性和儿童抑郁症有
关。 有必要对情绪功能进行基于临床的筛查和管理计划，以解决患者和父母的心理困扰。
接下来是“先天性长 QT 综合征女性月经周期中的性激素和复极动态变化”。 作者前瞻性研究了
65 名先天性 LQTS 女性和未受影响的女性亲属。 患者在月经周期期间接受了 3 次为期 7 天的心
电图记录。 在患有 LQT 2 型的女性中，校正的 QT 间期与孕酮水平以及孕酮与雌二醇的比率之
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 在 LQT2 女性中也观察到 R-R 间期与雌二醇水平以及 T 波持续时间与睾
酮水平的反比关系。 相比之下，在 LQT 1 型患者和亲属中未观察到心电图参数与性激素水平之
间存在显着关联。 这些发现显示了月经周期中独特的基因型特异性的校正后 QT 间期的动态变
化，这可能会影响 LQTS 女性，特别是 LQT 2 型女性的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倾向。
接下来是一篇题为“醛脱氢酶 2 和心律失常”的当代评论。 作者总结了最近关于 ALDH2 激活和
抗心律失常保护潜在作用，以及 ALDH2*2 多态性（rs671）在促进心律失常风险中的作用的研
究。
下一篇文章是题为“近红外敏感纳米粒子介导的心室心肌光热消融”的创意文章。本期杂志还发
表了 3 篇研究快报。 第一篇题为“室性心动过速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放射剂量与心肌重塑的相关
性：人体剂量-效应关系的首次评估”。 第二个标题是“第二次给人留下第一印象的机会：心脏
植入式电子设备的表面的聚对二甲苯 C 残留物染色”。 最后一个是“心律协会评估美国医疗保
险减少心脏消融报销的影响”。 最后一篇文章是 HRS 文件，标题为“心律失常护理中的种族和
民族差异：呼吁采取行动”。
我希望你喜欢这个播客。我是《心律学》主编陈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