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57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14 年 11 月第 21 卷第 6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November 2014，Vol.21，No.6

·论著·

下壁急性心肌梗死伴二度或三度房室传导阻滞 
临时起搏部位选择的研究
代振涛，胡亚力，王培濯，潘淑红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河北  沧州  061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下壁急性心肌梗死（AMI）伴二度或三度房室传导阻滞（AVB）患者采用右室流出
道区域临时起搏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沧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95 例下壁 AMI 伴二度或
三度 AVB 患者，按简单随机方法分为右室心尖部起搏组 47 例和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 48 例。两组均采用
Seldinger 法行右侧股静脉穿刺，放置 6F 鞘管，送入二极临时起搏电极。右室心尖部起搏组在 X 线引导下由
下腔静脉进入右心房，跨三尖瓣送至右室心尖部；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在 X 线透视下撤回电极，稍微顺时针
旋转电极后前送，使电极送至右室流出道区域。观察两组从开始右侧股静脉穿刺完成电极植入至起搏部位时
间、起搏阈值和起搏不良、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及预后。结果 右室心尖部起搏组起搏时间短于右室流出道区
域起搏组（s ：324±150 比 354±152，P＜0.05），起搏阈值均明显高于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V ：0.9±0.4 比
0.7±0.3，P＜0.05）；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重症监护病房（ICU）内病死率 〔0（0/48）比 2.13%（1/47）〕、起搏不
良发生率 〔10.42%（5/48）比 17.02%（8/47）〕 及心室纤颤（室颤）、持续室性心动过速（室速）、短阵室速或频发
室性期前收缩（室早）等心律失常并发症发生率 〔10.42%（5/48）比 12.77%（6/47）〕 均低于右室心尖部起搏组。
结论 对下壁 AMI 伴二度或三度 AVB 患者采用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安全有效，且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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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temporary pacing at the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area in patients with inferi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and two or three degree 
atrioventricular block （AVB）. Methods Ninety-five patients with inferior AMI and two or three degree AVB 
admitted into Cangzhou People's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ight ventricular apex pacing group （47 cases） 
and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region pacing group （48 cases）. Seldinger method was used to perform the right 
femoral vein puncture in which a 6F sheath tube was placed， and a diode temporary pacing electrode was introduced 
into it in the two groups. Under the X-ray guidance， in the right ventricular apex pacing group， the electrode was 
pushed from the inferior vena cava to enter into the right atrium， then cross the tricuspid and finally reach the right 
ventricular apical portion pacing. In the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region pacing group， under the X-ray guidance， 
after the electrode was withdrawn and rotated slightly clockwise， it was sent forward to the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region pacing. The duration from the puncture at the right femoral vein to the implanted electrode reaching the pacing 
region， the pacing threshold， the un-favorable pacing， the incidence of ventricular arrhythmia and prognosis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pacing time and pacing threshold in right ventricular apex pacing group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region pacing group 〔pacing time （s）： 336±150 
vs. 354±152， pacing threshold （V）： 0.9±0.4 vs. 0.7±0.3， both P＜0.05〕. The mortality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0（0/48） vs. 2.13%（1/47）〕， the incidence of bad pacing 〔10.42%（5/48） vs. 17.02%（8/47）〕 and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VF）， sustaine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contraction of non-sustaine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or frequent 
ventricular premature beat （VPB） and other arrhythmia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10.42%（5/48） vs. 12.77%（6/47）〕
in the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region pacing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right ventricular apex pacing 
group.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pacing in patients with inferior AMI and two or 
three degree AVB is safe and effective， and its stability is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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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器官支持下进行其他治疗［5］，已为业界所公认。

约 20%～50% 合并右室心肌梗死［6-7］。目前对于起

搏部位的选择无具体界定，常规选择为右室心尖部。

据笔者临床经验及在改变起搏部位后对比和观察效

果发现，下壁 AMI 患者伴二度或三度 AVB 患者右

 部分下壁急性心肌梗死（AMI）伴二度或三度

房室传导阻滞（AVB）患者需要临时起搏治疗［1-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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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流出道区域起搏效果可靠，并可减少心肌穿孔等

并发症，现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选择本院 2009 年 6 月至 2013 年

9 月下壁 AMI 伴二度或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 95
例，其中男性 57 例，女性 38 例；年龄 49～82 岁，平

均（65±17）岁。按简单随机法分为右室心尖部起

搏组 47 例、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 48 例。下壁 
AMI 诊断符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急性心

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临时起搏入选标准为缓

慢心室率＜45 次 /min，伴血流动力学障碍（包括晕

厥、阿斯综合征或心源性脑缺血症状）。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取得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1.2 器械与设备及手术方法：准备好下列手术器械

和设备：心电图机和导管机、心脏临时起搏器、穿刺

针、6F 穿刺鞘管、二极临时起搏电极、抢救包、除颤

器、无菌手术包等。患者仰卧于导管机手术台上，两

组均采用 Seldinger 法穿刺右侧股静脉，放置 6F 鞘

管，送入二极临时起搏电极。右室心尖部起搏组在

X 线引导下由下腔静脉进入右房，跨三尖瓣送至右

室心尖部，测试起搏阈值（图 1）；右室流出道区域

起搏组在 X 线透视下撤回电极，稍微顺时针旋转电

极后前送，使电极送至右室流出道区域，测试起搏阈

值（图 2）。在此期间有急诊经皮冠脉介入（PCI）指

证患者同时经右侧桡动脉行急诊冠脉造影检查和

PCI 术。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观察两组植入电极至起搏 
时间、起搏阈值和起搏不良、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及

预后。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7.0 软件处理数据，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例）表示，采用χ 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表 1）：两组患者性别、年

龄、基础疾病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说明两组资料均衡有可比性。

2.2 两组手术结果比较（表 2）：两组患者均成功由

右侧股静脉植入临时起搏电极并完成测试和治疗，

从开始右侧股静脉穿刺完成电极植入至起搏部位时

间右室心尖部起搏部组短于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

组（P＜0.05）。右室心尖部起搏组起搏阈值高于右

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P＜0.05）。95 例患者中 68
例同时接受急诊 PCI 术治疗，27 例因心肌梗死超过 
12 h 仅临时起搏治疗后返回病房监护室后进行药物

治疗。

表 2 两组患者植入电极至起搏时间 
和起搏阈值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植入电极至

起搏时间（s）
起搏阈值

（V）

右室心尖部起搏组 47 324±150 0.9±0.4

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 48 354±152 a 0.7±0.3 a

注：与右室心尖部起搏组比较，aP＜0.05

表 1 两组下壁 AMI 伴二度或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基线资料、起搏不良、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及预后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基础疾病（例） 起搏不良

发生率 〔%（例）〕

室性心律失常

发生率 〔%（例）〕

病死率

 〔%（例）〕男性 女性 高血压 糖尿病 其他疾病

右室心尖部起搏组 47 27 20 64±16 12   9 8 17.02（8） 12.77（6） 2.13（1）

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 48 30 18 65±15 14 11 7 10.42（5） a 10.42（5） 0       （0）

注：与右室心尖部起搏组比较，aP＜0.05

图 1 右心室心尖部起搏
（右前斜 30 度）

图 2 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
（右前斜 30 度）

1 2

2.3 两组起搏不良和心律失常发生率比较（表 1）：

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监护室内发现死亡、起搏

不良及出现心室纤颤（室颤）、持续室性心动过速 
（室速）、短阵室速或频发室性期前收缩（室早）等心

律失常并发症发生率少于右室心尖部起搏组。

2.4 预后（表 1）：右室心尖部起搏组有 1 例 72 岁

女性患者 AMI 伴三度 AVB 行心尖部临时起搏后约

14 h 突发意识丧失，心电监护提示起搏心律，考虑

电 - 机械分离，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紧急床旁彩色

超声检查发现心包积液，临时起搏电极突破右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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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心尖部到达心包内，证实为临时起搏电极心肌穿

孔。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组无证实为心肌穿孔或可

疑心肌穿孔病例。

3 讨 论

 下壁 AMI 伴二度或三度 AVB 致血流动力学异

常患者植入临时起搏电极为常规治疗方法［8］，常规

选择部位为右室心尖部［9-10］，但考虑下壁 AMI 时心

尖部位靠近梗死部位，该部位心肌部分存在缺血损

伤或坏死或受到局部心肌代谢产物等影响，为不稳

定心肌［11-14］，可能对起搏阈值产生影响，可影响起

搏治疗效果；同时对这一部位的刺激易产生室性心

律失常（临床病例较少，不能进行对照研究）；另外，

电极安放部位靠近梗死坏死心肌部位易导致心肌穿

孔等危险（因临床病例较少，不能统计研究） ［15-18］；

从心室机械收缩同步性方面考虑，右室心尖部非理

想起搏部位，右室流出道优于右室心尖部［19-20］。

 本院有 1 例下壁心 AMI 伴有三度 AVB 患者行

心尖部临时起搏后监护室内猝死经床旁彩超检查证

实为临时起搏电极心肌穿孔。关于电极稳定性方面，

通常电极靠自身张力可较稳定留置于右心室流出

道，脱位现象并不多于右心室心尖部，从起搏不良发

生率比较可以看出该结论。国外文献报道，临时起

搏较多采用主动电极固定于心室肌内［21］，而国内相

关报道较少。本院自开展该研究以来未顺利找到可

用于临时起搏的主动固定电极，日后工作中应进一

步完善。

 综上所述，本研究分析了 95 例患者经右室心

尖部和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其起搏阈值、心肌穿孔

发生率、稳定性、导致室性心律失常发生情况比较都

显示右室流出道区域起搏阈值良好、安全、稳定，导

致心律失常风险低，优于右室心尖部起搏，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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