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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伟袁男袁北京阜外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医师袁教授袁博士生导师遥 担任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
起搏分会副主任委员袁兼起搏学组组长尧中国心力衰竭器械治疗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遥 卫生部心血管介入

专
家
介
绍

技术管理专家组成员遥 美国心律学会资深会员 渊云匀砸杂冤袁 欧洲心律学会 渊耘匀砸杂冤 及亚太心律学会

渊粤孕匀砸杂冤会员等遥 主持国家十五攻关课题袁被评为 圆园园苑 年中国 员园 大医学新闻首位袁研究成果发表在美

国权威心血管病杂志渊允粤悦悦冤遥目前承担首都科技发展基金重点项目 员 项袁国家 怨苑猿 课题子课题 员 项袁并

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多项遥 担任叶中华心律失常杂志曳尧叶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曳尧叶中国心脏起搏与

电生理杂志曳尧叶老年心脏病学杂志渊英文冤曳尧叶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曳等杂志编委遥 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 员园园 余篇袁包括美国 允粤悦悦尧孕粤悦耘 等杂志袁主编或参编专著 员园 余部遥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员 项袁

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猿 项袁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员 项袁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员 项遥

专业特长为心律失常诊断和治疗袁在器械治疗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袁尤其是心脏起搏器尧埋藏式心律转复
除颤器渊陨悦阅冤尧心脏再同步治疗渊悦砸栽冤植入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遥

慢性心力衰竭器械治疗进展
伟鄢

樊晓寒袁华

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袁北京

咱摘

要暂

员园园园猿苑冤

心力衰竭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袁已成为全球心血管疾病治疗新的挑战遥 药物治疗能改善症状袁降低病

死率遥 近年来袁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和注册研究证据证实袁器械治疗能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袁进一步降低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死率袁逆转
左室重构袁改善生活质量遥 心力衰竭的器械治疗最初主要是再同步化治疗尧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袁近年来还出现了心肌收缩力调
节器尧左室辅助装置尧迷走神经及脊髓刺激等多种器械治疗方式遥 本文就心力衰竭器械治疗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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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责凿葬贼藻 燥灶 凿藻增蚤糟藻 贼澡藻则葬责赠 枣燥则 糟澡则燥灶蚤糟 澡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
云葬灶 载蚤葬燥澡葬灶袁 匀怎葬 宰藻蚤鄢

渊悦葬则凿蚤葬糟 粤 则则澡赠贼澡皂蚤葬 悦藻灶贼藻则袁 云怎憎葬蚤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袁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悦藻灶贼藻则 枣燥则 悦葬则凿蚤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阅蚤泽藻葬泽藻泽袁 悦澡蚤灶藻泽藻 粤 糟葬凿藻皂赠 燥枣
酝藻凿蚤糟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 驭 孕藻噪蚤灶早 哉灶蚤燥灶 酝藻凿蚤糟葬造 悦燥造造藻早藻袁 月藻蚤躁蚤灶早 员园园园猿苑袁 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匀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袁 葬泽 燥灶藻 燥枣 贼澡藻 皂葬躁燥则 则藻葬泽燥灶 枣燥则 糟葬则凿蚤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凿藻葬贼澡袁 澡葬泽 藻皂藻则早藻凿 葬泽 葬 灶藻憎 糟澡葬造造藻灶早藻 枣燥则 贼澡藻

遭怎则凿藻灶 燥枣 早造燥遭葬造 糟葬则凿蚤燥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援 酝藻凿蚤糟葬贼蚤燥灶 贼澡藻则葬责赠 糟葬灶 则藻造蚤藻枣 泽赠皂责贼燥皂泽 葬灶凿 则藻凿怎糟藻 皂燥则贼葬造蚤贼赠 燥枣 澡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砸藻糟藻灶贼造赠袁

凿藻增蚤糟藻鄄遭葬泽藻凿 贼澡藻则葬责赠 澡葬泽 遭藻藻灶 增葬造蚤凿葬贼藻凿 遭赠 造葬则早藻 泽葬皂责造藻 泽蚤扎藻 燥枣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贼则蚤葬造泽 贼燥 遭藻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遭赠 则藻凿怎糟蚤灶早 皂燥则贼葬造蚤贼蚤藻泽袁 则藻增藻则泽蚤灶早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则藻皂燥凿藻造蚤灶早袁 葬灶凿 蚤皂责则燥增蚤灶早 造蚤枣藻 择怎葬造蚤贼赠 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泽藻增藻则藻 澡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援 栽澡藻 责则藻泽藻灶贼 则藻增蚤藻憎 凿蚤泽糟怎泽泽藻凿 糟怎则则藻灶贼 凿藻增蚤糟藻鄄

遭葬泽藻凿 贼澡藻则葬责蚤藻泽 枣燥则 糟澡则燥灶蚤糟 澡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 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糟葬则凿蚤葬糟 则藻泽赠灶糟澡则燥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贼澡藻则葬责赠袁 蚤皂责造葬灶贼葬遭造藻 糟葬则凿蚤燥增藻则贼藻则 凿藻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燥则袁 糟葬则凿蚤葬糟
糟燥灶贼则葬糟贼蚤造蚤贼赠 皂燥凿怎造葬贼蚤燥灶袁 责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则藻泽贼燥则葬贼蚤燥灶袁 增葬早怎泽 灶藻则增藻 葬灶凿 泽责蚤灶葬造 糟燥则凿 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燥灶援

咱Key words暂 澡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曰 凿藻增蚤糟藻鄄遭葬泽藻凿 贼澡藻则葬责赠曰 糟葬则凿蚤葬糟 则藻泽赠灶糟澡则燥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贼澡藻则葬责赠曰 糟葬则凿蚤葬糟 糟燥灶贼则葬糟贼蚤造蚤贼赠 皂燥凿怎造葬贼蚤燥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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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凿则澡怎葬岳增蚤责援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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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渊心衰冤作为许多心血管疾病的终末
期表现袁 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袁 目前全世界有 圆援远 亿慢性心衰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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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调整使膈神经刺激等反应最小化尧 延长电池寿命尧

降低左室导线脱位风险袁增加左室电极稳定性咱猿暂遥 酝孕孕

技术是结合左室四极导线提供左室双位点起搏遥

患者袁中国心衰患者约 源缘园 万袁随着人口老龄化袁心

左室多部位起搏能夺获更大面积范围的心肌提高

者生活质量差袁预后甚至劣于恶性肿瘤遥 器械治疗

血液动力学袁改善左室收缩末 期容积渊蕴灾耘杂灾冤和

衰人群及其相关费用均在飞速增长 遥 慢性心衰患
咱员暂

作为心力衰竭药物治疗基础上的辅助治疗袁能够有
效降低心力衰竭的病死率袁逆转左室重构袁改善生
活质量遥 心力衰竭的器械治疗最初主要包括再同步
化 治 疗渊糟葬则凿蚤葬糟 则藻泽赠灶糟澡则燥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贼澡藻则葬责赠袁悦砸栽冤尧 植

室内同步效果袁提供更协调一致的左室收缩袁优化
蕴灾耘云 值袁提高 悦砸栽 反应率渊图 员冤 咱源暂遥 酝孕孕 研究的

员圆 个月随访结果显示 咱源暂袁悦砸栽 反应率 酝孕孕 组略高

于传统 悦砸栽 组渊苑远豫 增泽援 缘苑豫袁孕越园援猿猿冤袁但 酝孕孕 组

左 室收缩 末容 积的减 少程度 显著 高于 传 统 组 渊原

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 渊蚤皂责造葬灶贼葬遭造藻 糟葬则凿蚤燥增藻则贼藻则 凿藻鄄

圆缘豫 增泽援 原员愿豫袁孕越园援园猿冤袁 射血分数提高程度 酝孕孕

渊糟葬则凿蚤葬糟 糟燥灶贼则葬糟贼蚤造蚤贼赠 皂燥凿怎造葬贼蚤燥灶袁悦悦酝冤尧左室辅助装

能够显著改善左室重构遥 左室心内膜起搏及无导

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燥则袁陨悦阅冤袁近年来还出现了心肌收缩力调节器
置尧迷走神经及脊髓刺激等多种器械治疗方式遥
员

心脏再同步化治疗
悦砸栽 已进行了一系列临床随机试验袁 包括 酝哉

组也显著高于传统组渊垣员缘豫 增泽援 垣缘豫冤袁提示 酝孕孕
线起搏技术在 悦砸栽 中的应用也是近年 悦砸栽 技术

的新进展袁 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还有待临床研究
和临床实践的进一步证实遥

杂陨悦鄄杂砸尧酝陨砸粤悦蕴耘尧悦韵酝孕粤晕陨韵晕尧酝粤阅陨栽鄄悦砸栽尧悦粤砸耘鄄

匀云尧砸耘灾耘砸杂耘尧酝耘阅陨栽鄄悦砸栽尧砸粤云栽 等研究袁 证实了

阅藻造葬赠 员

悦砸栽 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袁可减少中重度心衰患
者再入院尧逆转心室重构尧降低病死率咱圆暂遥 正是依据

蕴灾员

这些临床试验结果袁目前多个国际指南中推荐 悦砸栽
用于经药物优化治疗 猿耀远 个月后仍有症状尧射血分

阅藻造葬赠 圆

蕴灾圆

砸灾

酝怎造贼蚤孕燥蚤灶贼栽酝 责葬糟蚤灶早 算法院 结合 匝怎葬则贼藻贼栽酝 左室四极导线提供左

数减低渊臆猿缘豫冤尧宽 匝砸杂 间期袁预期寿命超过 员 年尧

室双位点起搏袁提供更协调一致的左室收缩袁提高 悦砸栽 反应曰可以

心脏病学会渊耘杂悦冤尧美国心脏病学会渊粤匀粤冤及中国

可以分别程控咱源暂遥

存在左右心室收缩失同步的慢性心衰患者遥 但欧洲

心力衰竭指南在对 悦砸栽 推荐的证据级别上各有特

色遥 对于窦性心律尧左束支传导阻滞形态尧左室射血

分数渊蕴灾耘云冤臆猿缘豫尧匝砸杂逸员缘园 皂泽 的心衰患者袁圆园员猿
年欧洲 耘杂悦 心力衰竭指南和 粤匀粤 辕 粤悦悦云 指南均强

允许左室优先或右室优先左室双脉冲和右室脉冲间的 灾灾 间期都

圆

图员

左室四极导线

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预防心脏性猝死
陨悦阅 治疗在心脏性猝死的一级和二级预防患者

烈推荐 悦砸栽 植入 渊玉类适应证冤遥 而对于 匝砸杂 间期

中降低病死率的临床获益已经被一系列临床试验

衰竭指南推荐 悦砸栽 植入的级别渊玉类适应证冤 高于

渊宰悦阅冤是近年的新技术进展遥 杂鄄陨悦阅 系统包括 员 个

员圆园耀员缘园 皂泽 的左束支传导阻滞形态患者袁耘杂悦 心力

美国心力衰竭指南渊域葬 类适应证冤遥 另外对于非左
束支传导阻滞形态尧匝砸杂逸员缘园 皂泽尧蕴灾耘云臆猿缘豫的窦

性心律心衰患者尧 房颤合并中重度心衰尧匝砸杂逸员圆园
皂泽 且房室结消融术后起搏依赖者袁耘杂悦 和 粤匀粤 均

结果明确证实遥 全皮下 陨悦阅渊杂鄄陨悦阅冤和可穿戴式 陨悦阅
脉冲发生器和 员 个三极放电导联袁 其中脉冲发生器植

于左侧腋中线袁放电导联植于胸骨旁 员耀圆 糟皂 处渊图 圆冤遥

其优点在于整个系统全在皮下袁不需要经静脉在心脏

给予域葬 类推荐 悦砸栽 植入治疗遥 圆园员源 年的中国心力
衰竭以美国 圆园员圆 年 粤匀粤 辕 粤悦悦云 指南为基础袁将指
南推荐更加细化袁便于临床应用遥

近年来 悦砸栽 技术的新进展主要是左室四极导

线和左室多位点起搏技术渊酝孕孕冤遥左室四级导线的源
个电极渊阅员尧酝圆尧酝猿尧孕源冤和右室电极能形成 员园 个不
同起搏向量配置袁能有效降低左室起搏阈值尧通过参

图圆

皮下 陨悦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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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放置导线袁避免导线相关并发症袁通过解剖学定位植

窑 猿愿苑 窑

其中无意识的室速室颤发生时成功除颤率 员园园豫

入部位袁减少透视需要等 遥 耘云云韵砸栽蕴杂杂 杂鄄陨悦阅 多中

渊苑远 辕 苑远冤袁所有室速室颤患者成功除颤率 怨怨豫遥 但

现 杂鄄陨悦阅 双 区 域 参 数 调 整 可 将 误 放 电 率 降 低 至

者尧患有精神疾病或者年轻患者并不推荐使用 咱员园暂遥

咱缘暂

心前瞻性研究证明了 杂鄄陨悦阅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袁发
咱远暂

远援源豫遥 杂栽粤砸栽 研究咱苑暂中也表明经过参数调整的 杂鄄陨悦阅

在心律失常感知方面不劣于经静脉植入的 陨悦阅遥 既
往有导线相关并发症渊如反复断裂或感染冤及肾衰尧

糖尿病尧免疫抑制状态等经静脉入路风险较大的心
衰患者可考虑选择 杂鄄陨悦阅咱缘暂遥但 杂鄄陨悦阅 无常规起搏功

能袁不适用于有缓慢性心律失常需起搏治疗或 悦砸栽
治疗者袁圆园员缘 年 耘杂悦 室性心律失常与猝死指南中

由于其穿戴时间较长及其不舒适性袁 对于老年患

圆园员缘 年 耘杂悦 室性心律失常指南推荐其用于左室收
缩功能差且短期内有心脏猝死风险尧但不适合 陨悦阅
植入的患者袁在慢性心衰患者中袁主要用于等待心

脏移植的心衰患者 咱愿暂遥
猿

心肌收缩调节器治疗慢性心衰
悦悦酝 系统包括 员 根右房电极和 圆 根右心室电

推荐袁对于有 陨悦阅 植入适应证袁但无需起搏及再同

极袁经静脉途径分别置于右心耳部尧右心室间隔中位

困难尧 因感染等移除经静脉 陨悦阅 者可考虑 杂鄄陨悦阅

压的电刺激院在双心室电极在感知到合适的 粤灾 间期

步化治疗者可考虑 杂鄄陨悦阅渊域葬 悦冤袁而经静脉途径

及低位袁在感知到心室收缩后在绝对不应期发放高电

作为替代方案 渊域遭 悦冤 遥宰悦阅 有不劣于传统 陨悦阅

渊苑园耀猿怨愿 皂泽冤后袁第 圆 根心室电极右心室 匝砸杂 起始后

宰悦阅 穿戴患者的研究中袁日平均穿戴时间 员怨援怨 澡袁

耗氧的情况下增加心肌收缩力渊图 猿冤遥

咱愿暂

的除颤效果遥 悦澡怎灶早 等 纳入 猿 缘远怨 例有猝死风险
咱怨暂

猿缘 皂泽 时袁圆 根电极同时发放电刺激曰可在不增加心脏

月

粤

悦

粤院脉冲发生器袁小且定位灵活袁可充电曰月院便携充电器曰悦院直观的程控操作界面袁支持远程操作咱员圆暂遥

图猿

心肌收缩调节器

悦悦酝 不仅通过局部电刺激增加心肌细胞钙离

子内流提高心肌收缩力袁 同时通过降低交感神经
输出袁增加迷走神经兴奋性来调整自主神经平衡袁
从而达到逆转心室重构尧改善心衰症状尧提高心衰

患者生活质量的治疗目的 咱员员暂遥 悦悦酝 的效应相当于
联合应用 茁 阻滞剂和迷走神经刺激袁 但是该效应

于有缓慢性 心 律失 常需 起 搏治疗 或 宽 匝砸杂 波 需

悦砸栽 者不推荐 悦悦酝 治疗遥
源

经 皮 左 室 重 塑 术 渊责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则藻泽贼燥则葬贼蚤燥灶袁孕灾砸冤

孕灾砸是通过动脉导管系统袁 将降落伞样的心室

局限于心脏袁无全身不良反应遥 悦悦酝 的脉冲发生器

隔离装置渊责葬则葬糟澡怎贼藻袁图 源冤送达左心室心尖部袁达到

衰患者心功能域耀芋级尧蕴灾耘云约猿缘豫且窄 匝砸杂 间期

果遥 其适用人群主要为前壁心梗后心尖部运动减弱

可用便携式充电设备定期体外充电

遥 当慢性心

咱员圆暂

渊约员圆园 皂泽冤时推荐 悦悦酝 治疗遥 云陨载鄄悦匀云鄄源 随机临床

缩小左室容积尧改善心衰症状尧逆转心室重构的效
或消失导致射血分数下降的心衰高危患者遥 目前临

研究显示 悦悦酝 可有效改善心衰患者的摄氧峰值尧

床试验主要入选人群为优化药物治疗 猿 个月以上尧

目 前 全 球 已 超 过 圆 缘园园 例 心 衰 患 者 植 入 悦悦酝袁

动或反常运动的患者咱员缘暂遥 悦燥泽贼葬 等咱员缘暂纳入 猿怨 例符合

明尼苏达生活质量评分以及 晕再匀粤 心功能分级咱员猿暂遥

心功能域耀芋级尧 前壁心梗 远园 凿 以上合并前壁无运

圆园员源 年 员圆 月我国第 员 台 悦悦酝 于北京阜外医院心

上述标准的多中心尧 前瞻性研究中袁猿员 例成功植入

量评分和 远 皂蚤灶 步行距离均较植入前好转

在 愿缘豫的患者中得到改善或维持袁 左室舒张末期容

律失常中心植入袁术后 猿 个月随访 蕴灾耘云尧生活质

遥 对

咱员源暂

心室隔离装置袁平均随访 猿 年后袁晕再匀粤 心功能分级

窑 猿愿愿 窑

南

图源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第 猿远 卷第 源 期
20员远 年 源 月

报

左室植入降落伞样心室隔离装置咱员缘暂

积及收缩末期容积指数均有所改善遥 我国首次 孕灾砸

术于 圆园员猿 年 员园 月在北大医院植入袁但其安全性及有

效性尚待临床进一步验证遥
缘

心力衰竭的其他器械治疗
心衰其他器械治疗主要有迷走神经刺激疗法

渊增葬早怎泽 灶藻则增藻 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燥灶袁灾晕杂冤和 脊 髓 刺 激 疗 法

渊泽责蚤灶葬造 糟燥则凿 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燥灶袁杂悦杂冤等遥 二者的主要原理为

图缘

迷走神经刺激疗法及装置渊包括脉冲发生器尧迷走神经
刺激端和心室感应电极咱员苑暂冤

增强副交感神经 辕 迷走神经的调节作用袁 从而改变心

衰患者出现的交感原副交感神经调节失衡状态咱员远暂遥

灾晕杂渊图 缘冤目前候选人群入选适应证主要包括

晕再匀粤 心功能域或芋级尧蕴灾耘云臆猿缘豫尧蕴灾耘阅阅逸缘缘

皂皂尧优化药物治疗 猿园 凿 以上的心衰患者遥 主要排除

标准包括持续或阵发性房颤尧悦砸栽 植入约员 年或未行
悦砸栽 植入但 匝砸杂 时限跃员猿园 皂泽尧员 型糖尿病尧缘 年以上
的 圆 型糖尿病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 猿 个月以

内的心肌梗死患者遥相关的临床试验包括 陨晕韵灾粤栽耘
试验尧晕耘悦栽粤砸 试验 粤晕栽匀耘酝 试验袁短期渊远 个月冤随

访结果表明 晕再匀粤 心功能分级尧远 皂蚤灶 步行试验以及
明尼苏达生活评分有所改善遥 但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图远

最优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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