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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位起搏对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疗效及对其
LV 相关指标和 CQQC 评分的影响初步评估
倪

荣，顾顺忠，陆

洋，刘志云

[ 摘要 ] 目的 探讨不同部位放置起搏器对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疗效及对其左心室(left ventricular,LV)功能
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海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83 例缓慢性心律失常的患

者，根据永久性起搏器植入的部位分为两组。其中研究组患者 43 例，采用右心室间隔植入心脏永久性起搏器治
疗；对照组患者 40 例，则采用右心室心尖部植入心脏永久性起搏器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心功能情况、临床疗效、
生活质量等差异。结果

植入术后研究组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高于对照组，左

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mension,LVEDD)和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sys‐
tolic dimension, LVESD)均低于对照组（P＜0.05）。植入术后研究组的心室机械收缩同步性指标及心肌受损相关指
标低于对照组（P＜0.05）。植入术后两组的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无差异（P＞0.05）。植入术后两组的生活质
量均较术前升高，且研究组更高（P＜0.05）。结论

右心室间隔起搏可更为显著的改善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心

功能情况，同时不增加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最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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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sites of pacemaker in patients with bradyarrhyth‐

mia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function of left ventricular(LV)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Eighty-three patients with

slow-onset arrhythmi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implantation sites of permanent pacemaker. The permanent cardiac pacemakers were implanted
in the right ventricular septum in forty-three patients of the study group while it was right ventricular apical region in
4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permanent cardiac pacemakers implanted of the right ventricular api‐
cal region. The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mplantation,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in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mension (LVEDD) and 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mension (LVESD) were lower than the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Ventricular mechanical systolic synchrony index and myocardial damage related index in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mplantation (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cardiac events between the the two groups after implantation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both groups after
implant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operation,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Right ven‐

tricular septal pacing can improve cardiac function more significantly in patients with bradyarrhythmias without increas‐
ing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ultimat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 Key words ] Bradyarrhythmias; Pacing sites;Ventricular mechanical contraction synchrony index; Efficacy

缓慢性心律失常多是由窦房结异常激动或心
脏传导障碍而引发的心脏搏动频率和节律异常的
心血管疾病，且常伴有其他心血管疾病，严重者可

造成血流动力学异常，最终导致心力衰竭及猝死[1]。
针对此类疾病，临床常给予心脏起搏器进行治疗，
其中永久性起搏器的植入可有效代替心脏起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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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进心脏搏动，从而可有效治疗缓慢性心律失
常，进而挽救患者生命[2]。但就起搏器植入部位目
前仍未统一，其中右室心尖部植入已应用广泛，但
此部位起搏常可引发心肌细胞排列紊乱，从而使得
心室去极化延长，最终导致左右心室收缩不同步、
心室重构及心功能恶化[3]。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
的快速发展，右心室间隔植入永久性起搏器逐渐被
报道，有研究发现此部位起搏点更接近希氏束、左
束支等正常传导系统，使得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更接
近生理状态[4]。但上述两种植入部位对患者的心功
能的影响仍未达成共识，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上述
两种不同部位起搏对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疗效
及对其左心室（left ventricular,LV）相关指标和中国
心血管患者生活质量评定问卷(Chinese question‐
nai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CQQC)评分的影响，旨在为此类患者治疗
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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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植入起搏电极，选主动螺旋电极，局麻后经锁骨
下静脉穿刺，直接将电极放置右心室心尖部。上述
患者均由同一组医师进行心脏永久性起搏器植入
术，型号为 DDD/DDDR 起搏器，术后随访 6 个月。
1.4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植入前后的心脏
彩色超声指标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mension, LVEDD)、左 心 室 射 血 分 数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左心室收缩
末 期 内 径 (left ventricular end - systolic dimension,
LVESD)差异情况；②比较两组患者植入前后心室
机械收缩同步性指标左室 12 节段速度达峰时间的
标 准 差 (standard deviation of peak time of left ven‐
tricular 12 segment velocity,Ts-SD-12)、主动脉射血前
间期-肺动脉射血前间期(aortic pre ejection interval
- pulmonary pre ejection interval,APEI-PPEI)及心肌
受 损 相 关 指 标 脑 钠 肽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差异情况；③比
较两组植入后半年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情况；④
根据《中国心血管患者生活质量评定问卷》[6]比较两
组植入前后的生活质量情况。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0 软件处理数据。
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
准差表示，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
对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表示，进行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海安
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83 例缓慢性心律失常的患者，根
据永久性起搏器植入部位的差异分为两组。其中研
究组患者 43 例，采用右心室间隔植入心脏永久性起
搏器治疗，男 23 例，女 20 例；年龄范围为 59～75 岁，
平均年龄为 66.3±5.9 岁；
心功能分级：
Ⅲ级 33 例、
Ⅳ
级 10 例；
心律失常类型：
二度房室传导阻滞 12 例、
三
2 结 果
度房室传导阻滞 31 例。对照组患者 40 例，
采用右心
室心尖部植入心脏永久性起搏器治疗，男 25 例，女
2.1 两组患者植入前后的心脏彩色超声指标比较
植入前两组患者的心脏彩色超声指标比较无差异
15 例；年龄范围为 56～78 岁，平均年龄为 68.1±5.2
岁；心功能分级：Ⅲ级 31 例、Ⅳ级 9 例；心律失常类 （P＞0.05），植入术后研究组的 LVEF 高于对照组，
LVEDD和LVESD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5）。见表1。
型：二度房室传导阻滞 10 例、三度房室传导阻滞 30
表 1 两组患者植入前后的心脏彩色超声指标比较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心功能分级、心律失常类
LVEF
LVEDD
LVESD
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
组别
（%）
（mm）
（mm）
研 究 经 伦 理 委 员 会 论 证 通 过（ 伦 理 批 号 ：
研究组 植入前
35.5+5.0
58.8+4.4
54.2+7.9
HKL201942），
且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植入后
52.3+8.1
51.6+2.5
49.6+3.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经相关诊断标
对照组 植入前
35.7+5.2
58.5+5.0
54.7+7.2
准[5] 诊断为二度或三度房室传导阻滞；②具备手术
植入后 46.7+6.3*#
54.2+3.9*#
51.5+4.9*#
指征；排除标准：①其他脏器功能障碍者或恶性肿
与同组植入术前比较，* P＜0.05；组间植入术后比较，# P＜0.05
瘤者；②先天性心脏病等；③临床资料不完整。
2.2 两组患者植入前后心室机械收缩同步性指标及心
1.3 方法 研究组患者给予右心室间隔部植入起
肌受损相关指标比较 植入术前两组的心室机械收缩同
搏电极，选主动螺旋电极，局麻后经锁骨下行静脉
步性指标及心肌受损相关指标比较无差异（P＞0.05），
而
穿刺，导丝塑形后把电极送到右心室间隔部，而行
植入术后研究组的心室机械收缩同步性指标及心肌受
透视（左前斜位），明确电极头端和室间隔位置后，
损相关指标较对照组低（P＜0.05）。见表2。
把电极放至室间隔。对照组患者给予右心室心尖
表2

Ts-SD-12（ms）

APEI-PPEI（ms）

BNP(pg/mL)

CK(U/L)

植入前

24.5+6.0

45.9+6.3*

312.5±3.3

60.2±4.6

植入后

37.2+7.7

21.0+4.2

104.6±5.7

23.5±3.1*#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两组患者植入前后心室机械收缩同步性指标比较

*#

*#

*#

植入前

25.3+5.5

18.5+5.2

313.7±2.4

60.5±5.2

植入后

45.9+6.3*

23.5+3.1*

110.2±6.9*

29.0±4.2*

与同组植入术前比较，*P＜0.05；组间植入术后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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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植入后半年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比较
植入术后两组的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无差异
（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植入后半年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比较
组别

n

心力衰竭

心房
颤动

心律
失常

总发
生率

研究组

43

2(4.7)

1(2.3)

1(2.3)

4(9.3)

对照组

40

3(7.5)

2(5.0)

1(2.5)

6(15.0)

χ2

0.635

P

0.426

2.4 两组患者植入前后的生活质量比较 植入术
前两组的生活质量比较无差异（P＞0.05），而植入
术后两组的生活质量均较术前升高，且研究组更高
（P＜0.05）。见表 4。
表 4 两组植入前后的生活质量差异情况比较
CQQC（分）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植入前

66.0+5.0

植入后

107.1+8.2*

植入前

65.8+4.5

植入后

92.3+6.7*#

与同组植入术前比较，*P＜0.05；组间植入术后比较，#P＜0.05。

3 讨 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也逐年上升，其中缓慢性心率失常目前需给予永久
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此方式可显著延长患者的生
命，同时还可改善其生活质量[7]。但目前，心脏永久
性起搏器的起搏部位仍未统一，包括以右心室心尖
部和室间隔为主的两个起搏点，其中，右心室心尖
部起搏时电脉冲从心尖部向室间隔进行逆向传导，
因左心室心肌细胞除极速度影响，心室同步性不
佳，极易引发心脏激动顺序紊乱，从而导致心室功
能损伤；而随主动螺旋固定导线的出现，右心室间
隔起搏点有研究发现更接近于机体的自然生理状
态，从而能够较好的维持左右心室收缩的同步性，
最终可有效改善心功能，但相关研究仍较少[8]。因
此本研究通过分析上述两种不同部位起搏对缓慢
性 心 律 失 常 患 者 的 疗 效 及 对 其 LV 相 关 指 标 和
CQQC 评分的影响，以期为此类患者治疗方案的进
一步优化提供临床参考。
本研究结果显示，植入前两组的心脏彩色超声
指标比较无差异（P＞0.05），而植入术后研究组的
LVEF 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LVEDD 和 LVESD 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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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均 P＜0.05），
此结果表明右心室间隔起搏对
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心功能改善明显优于心尖
部起搏，分析原因可能为右心室间隔起搏更接近机
体自然生理状态，从而可较好维持心室收缩的同步
性，最终显著改善心功能[9-10]。同时结果发现，植入
术前两组的心室机械收缩同步性指标比较无差异
（P＞0.05），
而植入术后研究组的心室机械收缩同步
性指标较对照组低（P＜0.05），
此结果表明右心室间
隔起搏时对心室同步性影响较低[11-12]。另外结果显
示，植入术后两组的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无差
异（P＞0.05），
此结果表明说明右心室两种部位起搏
的安全性一致。最后，我们对两组植入前后的生活
质量情况做了比较，发现植入术前两组的生活质量
比较无差异（P＞0.05），
而植入术后两组的生活质量
均较术前升高，
且研究组更高（P＜0.05）。
综上所述，右心室间隔起搏可更为显著的改善
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心功能情况，同时不增加术
后的并发症发生率，最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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