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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房间隔缺损渊葬贼则蚤葬造 泽藻责贼葬造 凿藻枣藻糟贼袁粤杂阅冤并发的心房颤动渊葬贼则蚤葬造 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蚤燥灶袁粤云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 粤云 的不同

方法的效果遥 方法院分析 远源员 例行 粤杂阅 封堵术患者的 粤云 发生率和危险因素袁比较药物或者导管消融治疗 粤云 的疗效遥 结果院远源员

例 粤杂阅 患者的 粤云 发生率为 源援愿豫袁其中年龄逸源园 岁的 粤云 发生率为 愿援源豫袁年龄逸远园 岁的患者的 粤云 发生率高达 圆缘豫遥 与无 粤云
的患者相比袁粤云 者中男性多见尧年龄大尧右心房平均压力高尧肺动脉平均压力高尧左心房内径大尧左室舒张末内径大以及左室射
血分数低袁进一步分析发现袁男性尧年龄逸源园 岁和左房内径增大是 粤杂阅 并发 粤云 的高危因素遥 粤云 转复及维持窦性心律治疗袁导

管射频消融优于药物治疗遥结论院粤杂阅 患者中 粤云 的发生率高于正常人群袁男性尧年龄逸源园 岁和左房内径增大是 粤杂阅 并发 粤云 的
高危因素袁导管射频消融在 粤云 转复及维持窦性心律治疗上优于药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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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澡藻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燥枣 葬贼则蚤葬造 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蚤燥灶 憎蚤贼澡 葬贼则蚤葬造 泽藻责贼葬造 凿藻枣藻糟贼

孕葬灶 在蚤造藻蚤员袁再葬灶早 砸燥灶早员鄢袁运燥灶早 载蚤葬灶早择蚤灶早员袁杂澡藻灶早 再葬灶澡怎蚤员袁在澡葬灶早 匀葬燥员袁杂怎灶 宰藻蚤员袁在澡葬灶早 匀葬蚤枣藻灶早员袁再燥灶早 再燥灶早澡燥灶早员袁
再葬灶早 载蚤憎藻蚤圆袁悦澡藻灶 酝蚤灶早造燥灶早员袁再葬灶早 月蚤灶早员袁在澡葬灶早 云藻灶早曾蚤葬灶早员袁允怎 宰藻蚤扎澡怎员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悦葬则凿蚤燥造燥早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曰圆晕葬灶躁蚤灶早 云燥则藻蚤早灶 蕴葬灶早怎葬早藻
杂糟澡燥燥造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愿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葬灶葬造赠泽藻 贼澡藻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枣藻葬贼怎则藻 燥枣 葬贼则蚤葬造 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蚤燥灶渊粤云冤 憎蚤贼澡 泽藻糟怎灶凿怎皂 葬贼则蚤葬造 泽藻责贼葬造 凿藻枣藻糟贼渊粤杂阅冤 葬灶凿 贼澡藻

燥怎贼糟燥皂藻泽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皂藻贼澡燥凿泽 燥枣 粤云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栽燥 糟葬造糟怎造葬贼藻 贼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粤云 蚤灶 远源员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粤杂阅 遭藻枣燥则藻
贼则葬灶泽糟葬贼澡贼藻则 糟造燥泽怎则藻援 粤灶凿 贼燥 枣蚤灶凿 贼澡藻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蚤灶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粤云援 栽燥 糟燥皂责葬则藻 贼澡藻 燥怎贼糟燥皂藻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糟葬则凿蚤燥增藻则泽蚤燥灶 燥枣 粤云 憎蚤贼澡
糟葬贼澡藻贼藻则 葬遭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憎蚤贼澡 葬灶贼蚤葬则则澡赠贼澡皂蚤糟 凿则怎早 贼澡藻则葬责赠援 砸藻泽怎造贼院栽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粤云 憎葬泽 源援愿豫 蚤灶 远源员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粤杂阅袁愿援源豫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遭燥增藻 源园 赠藻葬则泽 燥造凿 葬灶凿 圆缘豫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遭燥增藻 远园 赠藻葬则泽 燥造凿援 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燥怎贼 粤云袁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泽怎枣枣藻则蚤灶早 粤云
憎藻则藻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扎藻凿 遭赠 皂怎糟澡 皂燥则藻 皂葬造藻泽袁澡蚤早澡藻则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 燥枣 则蚤早澡贼 葬贼则蚤怎皂袁澡蚤早澡藻则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 燥枣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袁造葬则早藻则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燥枣 造藻枣贼 葬贼则蚤怎皂袁

造葬则早藻则 造藻枣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藻灶凿 凿蚤葬泽贼燥造蚤糟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葬灶凿 造燥憎藻则 造藻枣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藻躁藻糟贼蚤燥灶 枣则葬糟贼蚤燥灶援 酝葬造藻袁葬早藻凿 葬遭燥增藻 源园 赠藻葬则泽 燥造凿 葬灶凿 造葬则早藻则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燥枣 造藻枣贼 葬贼则蚤怎皂 憎藻则藻 蚤凿藻灶贼蚤枣蚤藻凿 葬泽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枣燥则 粤云 蚤灶 粤杂阅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栽澡藻 则葬贼藻 燥枣 糟葬则凿蚤燥增藻则泽蚤燥灶 燥枣 粤云 憎蚤贼澡 糟葬贼澡藻贼藻则 葬遭造葬贼蚤燥灶
憎葬泽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燥枣 葬灶贼蚤葬则则澡赠贼澡皂蚤糟 凿则怎早 贼澡藻则葬责赠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粤云 憎葬泽 澡蚤早澡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粤杂阅援 酝葬造藻袁葬早藻凿

葬遭燥增藻 源园 赠藻葬则泽 燥造凿 葬灶凿 造葬则早藻则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燥枣 造藻枣贼 葬贼则蚤怎皂 憎藻则藻 蚤凿藻灶贼蚤枣蚤藻凿 葬泽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枣燥则 粤云 蚤灶 粤杂阅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悦葬贼澡藻贼藻则 葬遭造葬贼蚤燥灶 燥枣 粤云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葬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皂藻贼澡燥凿 枣燥则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燥枣 粤云 憎蚤贼澡 粤杂阅援

咱Key words暂 葬贼则蚤葬造 泽藻责贼葬造 凿藻枣藻糟贼袁葬贼则蚤葬造 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蚤燥灶袁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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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隔缺 损渊葬贼则蚤葬造 泽藻责贼葬造 凿藻枣藻糟贼袁粤杂阅冤 是临 床
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之一袁 更是最常见的成人先
天性心脏病袁其检出率占跃源园 岁的成人先天性心脏
病的 猿园豫耀源园豫袁而心房颤动渊葬贼则蚤葬造 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蚤燥灶袁粤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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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粤杂阅 患者中的发生率高于正常人群咱员原猿暂 遥 但是关

检验袁计数资料采用 字圆 检验遥 粤杂阅 合并 粤云 的危险

却很少遥本研究对 远源员 例接受介入封堵治疗的 粤杂阅
患者进行分析袁评价 粤杂阅 并发 粤云 的危险因素及不

学意义遥

于 粤杂阅 并发 粤云 的临床特征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
同方法治疗 粤杂阅 并发的 粤云 的临床疗效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对本院自 圆园园员 年 源 月 耀圆园员猿 年 员圆 月共 远源员
例成功行介入封堵治疗的 粤杂阅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
析袁其中男 员怨远 例袁女 源源缘 例袁年龄渊猿圆援远怨 依 员苑援缘员冤
岁袁体重渊缘源援愿源 依 员缘援愿园冤噪早遥
员援圆 方法

所有患者在术前行 员圆 导联心电图 渊耘悦郧冤尧动
态心电图渊匀燥造贼藻则冤尧经胸超声心动图渊栽栽耘冤及经食
管超声心动图渊栽耘耘冤检查袁介入封堵治疗后每日复
查 耘悦郧袁术后 圆 凿 复查 栽栽耘尧匀燥造贼藻则袁术后 员尧猿尧远尧员圆
个月及每年随访袁复查 栽耘耘 和 耘悦郧袁术后 员 个月复
查 匀燥造贼藻则遥 术前有房颤的患者在术后每个随访时间
点都复查 匀燥造贼藻则遥
术前无房颤的患者院术后给予低分子肝素皮下
治疗 猿 凿袁口服阿司匹林 远 个月遥
术前并发房颤的患者院行封堵术前华法林抗凝
达标治疗 猿 周袁 依据对房颤的不同处理分为 粤尧月
两组遥 粤 组为控制心室率组院 持续性房颤时间逸缘
年患者进行心室率控制治疗袁不进行窦性心律转复
治疗袁粤杂阅 封堵术后华法林长期治疗遥 月 组为转复
窦性心律组院 阵发性房颤或持续性房颤时间约缘 年
者采取转复心律治疗袁 依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 月员
和 月圆 组遥 月员 组为药物转复窦性心律组袁粤杂阅 封堵
术后采用胺碘酮复律袁转复成功并能维持窦性心律
者服用华法林 远 个月袁 转复失败长期华法林治疗曰
月圆 组为介入导管射频消融转复窦性心律组袁粤杂阅
封堵术前先行射频消融治疗 粤云袁术后观察 远 个月袁
能够维持窦性心律则行 粤杂阅 封堵术曰 术后观察 远
个月不能维持窦性心律者再行射频消融治疗 粤云袁
术后再观察 远 个月袁不论是否能够维持窦性心律都
行 粤杂阅 封堵术曰窦性心律转复成功者 粤杂阅 封堵术
后口服阿司匹林 远 个月袁窦性心律转复失败者 粤杂阅
封堵术后长期华法林治疗遥 对所有患者的治疗袁均
是在研究者建议下患者自愿接受的方法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计量数据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 采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进行数据处理遥 两组间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贼

因素采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
圆

结

圆援员

果

房缺患者房颤发生率

远源员 例 粤杂阅 患者术前有房颤者 猿员 例渊源援愿豫冤遥 其
中男 员愿 例袁女 员猿 例袁年龄渊缘缘援苑苑 依 怨援圆缘冤岁遥 猿园耀源园
岁 圆 例曰逸源园 岁 圆怨 例袁其中逸远园 岁有 员园 例遥
圆援圆

粤杂阅 合并 粤云 的危险因素分析
与 粤杂阅 不合并 粤云 的患者相比袁粤杂阅 合并 粤云

的患者年龄大尧体重重尧合并高血压多见袁右心房平
均压力高尧肺动脉平均压力高尧左心房内径大尧左室

舒张末内径大尧左室射血分数低尧男性多见渊表 员冤遥
对上述指标进一步进行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分析
发现年龄逸源园 岁尧左心房内径增大及男性是 粤杂阅 合
并 粤云 的高发危险因素 渊韵砸 值分别为 圆怨援圆园尧愿援苑缘 和
圆援苑圆袁表 圆冤遥
表 员 粤杂阅 合并 粤云 与不合并 粤云 患者的临床参数比较

栽葬遭造藻 员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粤云 葬灶凿 憎蚤贼澡燥怎贼 粤云
合并房颤（灶越猿员） 无房颤（灶越远员园） 孕 值
年龄（岁）
缘缘援苑苑 依 怨援圆缘 园猿员援缘远 依 员苑援园猿 约园援园园员
体重（噪早）
园远苑援怨愿 依 员圆援怨园 园缘圆援怨源 依 员缘援园怨 约园援园园员
男辕女
园援园园员
员苑愿辕源猿圆
员愿辕员猿
高血压
园援园员远
远圆
远
糖尿病
员援园园园
源员
圆
冠心病
园援猿怨园
猿员
园
左心房内径（皂皂）
猿园援缘怨 依 缘援圆苑 约园援园园员
猿愿援愿远 依 缘援怨愿
左室舒张末内径（皂皂） 源源援愿员 依 源援缘愿
源员援园苑 依 缘援圆员 园援园园员
左心室射血分数（豫） 远猿援愿员 依 圆援远园
远远援猿园 依 缘援园源 园援园圆远
肺动脉平均压（皂皂匀早） 圆猿援缘源 依 苑援愿愿
圆园援怨远 依 缘援怨圆 园援园源园
右室平均压（皂皂匀早） 员怨援苑怨 依 远援员源
员愿援员远 依 缘援缘缘 园援员远圆
右房平均压（皂皂匀早） 员园援缘愿 依 源援源缘
园苑援远愿 依 圆援苑源 园援园员员
房缺大小（皂皂）
员愿援员圆 依 苑援员缘 园援圆缘员
员怨援苑源 依 苑援园猿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粤杂阅 合并 粤云 的危险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韵凿凿泽 砸葬贼蚤燥泽 云则燥皂 酝怎造贼蚤责造藻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酝燥凿藻造泽 枣燥则

孕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粤杂阅 憎蚤贼澡 粤云
入选变量
韵砸
性别渊男 辕 女冤
圆援苑员远
年龄渊逸源园 岁冤
圆怨援圆园猿
左房内径渊逸猿缘 皂皂冤
愿援苑缘猿

圆援猿

怨缘豫可信区间
员援猿圆愿耀缘援缘缘苑
远援怨员员耀员圆猿援猿怨远
猿援源员愿耀圆圆援源员愿

不同方法治疗 粤杂阅 患者合并的 粤云 的结果
猿员 例 粤杂阅 合并 粤云 患者袁 介入封堵 粤杂阅 术后
平均随访渊圆援圆圆 依 园援愿怨冤年袁以最终随访时间点的心
律情况评价 粤云 的转复窦性心律治疗结果遥

窑远苑远窑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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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组 渊控制心室率组冤远 例介入封堵 粤杂阅 术后

中高发袁可能与 粤杂阅 的血液动力学改变有关遥 粤杂阅

例介入封堵 粤杂阅 术后袁苑 例维持窦性心律袁员园 例仍
为房颤心律渊其中 圆 例又接受了射频消融转复窦性

肺动脉和左心房血容量增多袁长时间的容量负荷过
重导致心房增大袁 心房壁的压力和伸展力增加袁心

均保持房颤心律曰月员 组 渊药物转复窦性心律组冤员苑

导致血液自左心房分流至右心房袁右心房尧右心室尧

心律治疗袁并成功维持窦性心律冤曰月圆 组渊介入导管
射频消融转复窦性心律组冤愿 例介入封堵 粤杂阅 术

房壁间质纤维化袁心房发生解剖结构重构袁继而导
致发生心房的电学解剖重构袁使得易于发生心房颤

月圆 组患者的临床参数指标之间无明显差异 渊表
猿冤袁介入导管射频消融治疗 粤云 转复窦性心律组维

机制遥
本研究发现 粤杂阅 并发 粤云 患者与没有 粤云 的

后院苑 例维持窦性心律袁员 例仍为房颤心律遥 月员 和

持窦性心律的成功率明显高于药物治疗 粤云 转复窦
性心律组袁愿苑援缘豫渊苑 辕 愿冤 增泽 源员援圆豫渊苑 辕 员苑冤袁孕越园援园源圆遥
表猿

栽葬遭造藻 猿

月员 和 月圆 组患者的临床参数比较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早则燥怎责 月员 葬灶凿 早则燥怎责 月圆

基本资料
阵发性房颤（灶）
持续性房颤
年龄（岁）
体重（噪早）
高血压（灶）
左房内径（皂皂匀早）
右房压力（皂皂匀早）
房缺大小（皂皂）
封堵器大小（皂皂）
维持窦律人数（灶）

猿

讨

药物治疗
组（灶越员苑）
怨
愿
缘圆援苑员 依 愿援苑员园
远怨援苑员 依 员远援圆园
远
猿远援员苑 依 缘援员愿园
员园援园怨 依 源援苑远园
圆园援员猿 依 远援苑圆园
猿员援源园 依 员圆援远苑
苑（源员援圆豫）

介入治疗
组（灶越愿）
猿
缘
缘猿援愿愿 依 员猿援源源
苑圆援远愿 依 圆员援园源
远
源员援员苑 依 远援苑怨园
员猿援苑员 依 缘援猿员园
员苑援苑员 依 缘援苑源园
圆愿援圆怨 依 缘援源苑园
苑（愿苑援缘豫）

孕值
园援远苑猿
员援园园园
园援苑怨缘
园援苑园园
园援园怨苑
园援员园园
园援员缘圆
园援猿怨怨
园援缘源源
园援园源圆

论

经皮介入封堵治疗 粤杂阅 已经成为大部分 粤杂阅
患者渊跃苑园豫冤的首选治疗方法咱员袁源原苑暂遥粤云 是 粤杂阅 最常
见的并发疾病遥 近年来对 粤云 的窦性心律转复治
疗袁除了常规的药物和电转复治疗之外袁导管射频
消融在临床已广泛应用并取得较好疗效咱愿原员圆暂遥 对于
接受介入封堵治疗的 粤杂阅 患者并发的 粤云袁不同的
窦性心律转复治疗方法的疗效是否有差异曰以及这
些治疗 粤云 的方法实施的时间窗袁与介入封堵 粤杂阅
的时间窗的先后秩序如何袁值得深入研究遥 本研究
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探讨遥
本研究中 粤云 在 粤杂阅 患者中的检出率为 源援愿豫袁
高于普通人群遥 年龄跃源园 岁的 粤杂阅 患者中袁粤云 的
检出率高达 愿援源豫袁与 宰蚤 和 运燥皂葬则 等 咱猿原源暂 的报道类
似遥 而在本研究中年龄逸远园 岁的检出率更高达
圆缘豫袁 这在相关研究中是首次报道遥 以上提示在
粤杂阅 患者中袁随着年龄的增大袁粤云 的发生率呈明显
上升趋势遥 粤云 在 粤杂阅 患者中袁尤其是在成年患者

动遥 这可能是 粤杂阅 患者心房颤动高发的独特发病

患者相比袁他们的年龄大尧体重重尧合并高血压多
见尧右心房平均压力高尧肺动脉平均压力高尧左心房
内径大尧左室舒张末内径大尧左室射血分数低袁而且

男性多见遥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袁男性尧左心房内径逸
猿缘 皂皂 和年龄 逸源园 岁 是 粤杂阅 并发 粤云 的高 危 因
素遥 这在相关研究中是首次报道遥 左心房内径增大
和年龄增加是 粤杂阅 并发 粤云 的高危因素进一步佐
证长期的血液动力学改变在 粤杂阅 患者中 粤云 高发
的独特作用遥 因而尽早关闭 粤杂阅袁减低血液动力学
改变对心脏的影响袁可能可以降低 粤杂阅 患者的 粤云
发生率遥
研究报道显示 粤杂阅 合并 粤云 患者单纯行 粤杂阅
封堵术袁术后 粤云 转复为窦性心律的可能极小咱员猿原员缘暂袁
故对 粤杂阅 患者的 粤云 采取窦性心律转复治疗是有
必要的遥 粤云 的窦性心律转复治疗以往主要有药物
和电复律加药物遥粤云 的药物转复窦性心律治疗可以
在 粤杂阅 介入封堵术前或术后进行袁 但其窦性心律转
复率和维持率都较低咱员员暂袁本研究中只有 源员援圆豫遥 粤云 的
电复律转复窦性心律治疗应该在介入封堵 粤杂阅 之
前进行袁 介入封堵 粤杂阅 之后电复律有导致封堵器
脱落的风险袁同样该治疗的窦性心律转复率和维持
率都较低袁 本研究中患者均不愿接受该种治疗方
法遥 导管射频消融是近年来 粤云 的转复窦性心律治
疗的新方法袁其转复成功率和窦性心律维持率均明
显高于药物治疗咱愿原怨暂袁本研究中为 愿苑援缘豫遥 对于 粤杂阅
患者并发的 粤云袁 导管射频消融转复窦性心律治疗
可能更加有效遥 因为介入封堵 粤杂阅 术后袁血液动力
学紊乱得到纠正袁心腔大小恢复正常袁心脏的解剖
结构重构逆转曰粤云 的导管射频消融治疗逆转了心
脏的心电学重构曰使得窦性心律更易维持遥 粤杂阅 的
粤云 导管射频消融转复窦性心律治疗应该在介入封
堵 粤杂阅 之前进行袁因为 粤杂阅 的存在有利于射频导
管通过房间隔到达左心房袁而且 粤云 导管射频消融
术后需要观察 远 个月评价 粤云 的转复窦性心律治
疗疗效袁 如果 粤云 复发可以再次行导管射频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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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磊等院房间隔缺损并发的心房颤动的治疗探讨

术曰如果先行介入封堵 粤杂阅袁由于镍钛合金的封堵

器在房间隔的存在袁会增加 粤云 射频消融导管穿过

咱愿暂

房间隔的难度并增加手术风险遥
本研究结果提示 粤杂阅 患者的 粤云 发生率较高袁尤
其是年龄逸源园 岁者曰男性尧左心房内径逸猿缘 皂皂 和年
龄逸源园 岁是 粤杂阅 并发 粤云 的高危因素曰导管射频消融
术是 粤杂阅 并发的 粤云 转复窦性心律的有效方法遥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院由于患者对 粤云 转复药物
渊胺碘酮冤 不良反应的担心和 粤云 导管射频消融术

的手术费用较高袁 没有能够对患者进行随即分组袁
而是在研究者建议下袁根据患者自愿进行分组遥 希
望能有多医疗中心的尧能够在随机分组情况下进行
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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