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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燕岗袁男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袁博士研究生导师遥 现为中国医师协会心律
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常务委员袁中国心力衰竭器械治疗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袁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常务委员袁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脏起搏与电
生理分会副主任委员遥 担任叶中华心律失常杂志曳和叶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曳等多篇杂志编委遥

主编起搏相关专著 源 部袁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袁获得国家专利数项遥 擅长缓慢性

心律失常及心力衰竭等疾病的器械诊疗袁已主刀数千台各种类型人工心脏起搏器手术袁目前主要负责

中山医院心脏起搏器的植入与随访工作遥 圆园员猿要圆园员源 年连续 圆 年荣获中国名医百强榜上榜名医遥

慢性心衰心脏性猝死的一级预防及其策略
宿燕岗鄢袁梁义秀
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内科袁上海

咱摘

要暂

圆园园园猿圆冤

慢性心衰患者心脏性猝死渊泽怎凿凿藻灶 糟葬则凿蚤葬糟 凿藻葬贼澡袁杂悦阅冤发生率高袁植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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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藻则

凿藻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燥则袁陨悦阅冤是有效预防 杂悦阅 的措施遥多个学会已制定了 陨悦阅 一级预防的适应证遥国内 陨悦阅 作为 杂悦阅 一级预防的植入数量

有限袁原因复杂遥 应继续加强适应证的推广和执行力度袁提高大众对 杂悦阅 的了解袁至少对更高危的 杂悦阅 患者渊一级预防适应证垣
晕厥或晕厥前兆或更低的左室射血分数或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或频发室性早博冤应使用 陨悦阅 进行 杂悦阅 的预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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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贼则葬贼藻早蚤藻泽 枣燥则 贼澡藻 责则蚤皂葬则赠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燥枣 泽怎凿凿藻灶 糟葬则凿蚤葬糟 凿藻葬贼澡 蚤灶 糟澡则燥灶蚤糟 澡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
杂怎 再葬灶早葬灶早鄢袁蕴蚤葬灶早 再蚤曾蚤怎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悦葬则凿蚤燥造燥早赠袁在澡燥灶早泽澡葬灶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袁云怎凿葬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杂澡葬灶早澡葬蚤 圆园园园猿圆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孕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糟澡则燥灶蚤糟 澡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 泽怎枣枣藻则 澡蚤早澡 则蚤泽噪 燥枣 泽怎凿凿藻灶 糟葬则凿蚤葬糟 凿藻葬贼澡 渊杂悦阅冤袁憎澡蚤糟澡 澡葬泽 遭藻藻灶 责则燥增藻凿 贼燥
遭藻 藻枣枣蚤糟蚤藻灶贼造赠 责则藻增藻灶贼藻凿 遭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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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陨悦阅冤援 栽澡藻则藻 澡葬增藻 遭藻藻灶 皂怎造贼蚤责造藻 早怎蚤凿藻造蚤灶藻泽 责则燥责燥泽蚤灶早 蚤灶凿蚤糟葬贼蚤燥灶泽 燥枣

陨悦阅 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 枣燥则 责则蚤皂葬则赠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燥枣 杂悦阅援 栽澡藻 灶怎皂遭藻则 燥枣 陨悦阅 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悦澡蚤灶葬 蚤泽 泽皂葬造造 葬灶凿 怎灶泽葬贼蚤泽枣赠蚤灶早 袁枣燥则 增葬则蚤燥怎泽
则藻葬泽燥灶泽援 粤糟贼蚤燥灶泽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贼葬噪藻灶 蚤灶 责则燥责葬早葬灶凿葬 泽燥 贼澡葬贼 贼澡蚤泽 贼澡藻则葬责赠 蚤泽 遭藻贼贼藻则 噪灶燥憎灶 遭赠 贼澡藻 责怎遭造蚤糟袁燥则 葬贼 造藻葬泽贼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澡蚤早澡藻则 则蚤泽噪
燥枣 杂悦阅 贼澡葬灶 糟怎则则藻灶贼造赠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凿渊蚤藻袁贼澡燥泽藻 憎蚤贼澡 糟造葬泽泽 陨 蚤灶凿蚤糟葬贼蚤燥灶泽 糟燥灶糟怎则则藻灶贼造赠 憎蚤贼澡 泽赠灶糟燥责 燥则 责则藻泽赠灶糟燥责藻袁燥则 憎蚤贼澡 造燥憎藻则 蕴灾耘云袁燥则 憎蚤贼澡
怎灶泽怎泽贼葬蚤灶藻凿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贼葬糟澡赠糟葬则凿蚤葬袁燥则 憎蚤贼澡 枣则藻择怎藻灶贼 责则藻皂葬贼怎则藻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糟燥灶贼则葬糟贼蚤燥灶泽冤 泽澡燥怎造凿 则藻糟藻蚤增藻 陨悦阅 贼澡藻则葬责赠 憎蚤贼澡燥怎贼 凿藻造葬赠援
咱Key words暂 糟澡则燥灶蚤糟 澡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曰泽怎凿凿藻灶 糟葬则凿蚤葬糟 凿藻葬贼澡曰陨悦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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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脏 性 猝 死 渊泽怎凿凿藻灶 糟葬则凿蚤葬糟 凿藻葬贼澡袁杂悦阅冤 是 指

动渊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蚤燥灶袁灾云冤遥 杂悦阅 与慢性心力衰竭

死亡遥 最常见原因为恶性室性心律失常袁包括室性

生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袁 例如 云则葬皂蚤灶早澡葬皂 研究显示

因心脏原因导致的尧在症状出现 员 澡 内发生的突然

心动过速渊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贼葬糟澡赠糟葬则凿蚤葬袁灾栽冤和渊或冤心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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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怎援赠葬灶早葬灶早岳扎泽原澡燥泽责蚤贼葬造援
泽澡援糟灶
鄢

渊心衰冤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院一方面袁心衰患者 杂悦阅 发

经年龄调整后心衰患者的猝死率是普通人群的 远耀怨
倍曰另一方面袁杂悦阅 亦为心衰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袁统

计显示猝死约占心衰患者死亡原因的 缘园豫咱员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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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悦阅 的一级预防是指在 杂悦阅 事件发生前袁识别

窑 源园猿 窑

于这部分患者是否需要植入 陨悦阅 尚无明确建议遥 利

发生 杂悦阅 高危人群并采取措施预防 杂悦阅 事件的发

用来源于随机临床试验的亚组分析尧 回顾性研究尧

险因素袁因此积极对伴左室收缩功能不良的慢性心

匀砸杂 辕 粤悦悦 辕 粤匀粤 公布了叶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在

生遥 左室收缩功能不良是已知发生 杂悦阅 的最明确危
衰患者进行 杂悦阅 的一级预防是减少 杂悦阅 的重要措

大 型 注 册 研 究 的 资 料 并 结 合 专 家 意 见 袁圆园员源 年

临床实验中未纳入或未完整纳入患者中应用的专

施遥 临床研究已证实袁 抗心律失常药物并不能降低

家共识曳袁对非心梗导致的肌钙蛋白异常的患者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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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凿藻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燥则袁

诊断为非缺血性心肌病 怨 个月内的患者共 源 类人

杂悦阅 高危的慢性心衰患者的死亡风险咱圆暂袁而植入性心

陨悦阅冤 作为一项器械治疗措施是唯一可以预防此类

患者 杂悦阅 的方法遥本文拟对应用 陨悦阅 行慢性心衰患
者 杂悦阅 一级预防及其策略作一综述遥

员

慢性心衰 杂悦阅 的 陨悦阅 一级预防适应证
陨悦阅 对慢性心衰患者 杂悦阅 一级预防的作用袁已

经 得 到 了 包 括 酝粤阅陨栽尧酝粤阅陨栽鄄域 尧酝哉杂栽栽尧阅耘云陨鄄

晕陨栽耘尧杂悦阅鄄匀藻云栽 等多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证实遥

这些试验规模浩大袁设计严谨袁证实 陨悦阅 显著改善
心衰特别是心肌梗死渊心梗冤后患者的预后袁为 陨悦阅
的临床应用与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在此基础上

梗 源园 凿 内的患者尧 血运重建 怨园 凿 内的患者和首次
群植入 陨悦阅 的适应证提供了建议咱远暂遥
圆援员

非心梗导致的肌钙蛋白异常的患者

临床上心梗生化标志物在急性心梗之外的其

他情况下也可以升高袁如肾脏疾病尧急性肺栓塞尧心
衰尧心肌炎尧胸部外伤或快速心律失常等遥 因此袁共
识指出如果患者符合 陨悦阅 植入的一级和二级预防

的适应证袁但仅有心肌生化标记物渊例如肌钙蛋白冤
升高袁而无其他急性心梗证据袁明确排除心梗后袁推
荐植入 陨悦阅遥
圆援圆

心梗 源园 凿 内的患者

对心梗 源园 凿 内伴左心室收缩功能不良的患者袁

制定了多项有关器械治疗或心衰的指南袁总结与提

由于 阅陨晕粤酝陨栽 和 陨砸陨杂 两项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试

应证遥

率袁但不降低全因病死率袁因此不建议在此类患者

出了慢性心衰患者植入 陨悦阅 行 杂悦阅 一级预防的适
圆园员圆 年叶粤悦悦 辕 粤匀粤 辕 匀砸杂 心脏节律异常器械治

疗指南曳 提出 陨悦阅 行 杂悦阅 一级预防的玉类适应证院
心梗 源园 凿 以上袁 左心室射血分数 渊蕴灾耘云冤臆猿缘豫袁

验结果表明心梗早期植入 陨悦阅 可以降低 杂悦阅 发生
中植入 陨悦阅 进行 杂悦阅 的一级预防遥

对心肌梗死 源园 凿 内伴心动过缓起搏适应证的

患者袁如患者需要永久起搏治疗袁同时 蕴灾耘云臆猿缘豫袁

晕再匀粤 心功能域或芋级渊证据水平 粤冤曰扩张型心肌

预计其左心室功能不能恢复者袁则应考虑植入 陨悦阅袁

月冤曰 心梗 源园 凿 以上袁蕴灾耘云臆猿园豫袁晕再匀粤 心功能玉

症冤并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遥

病袁蕴灾耘云臆猿缘豫袁晕再匀粤 心功能域或芋级渊证据水平
级 渊证据水平 粤冤曰 心肌梗死所致 非持续性室 速

以避免二次手术升级为 陨悦阅 时的风险 渊手术并发

对心肌梗死 源园 凿 内伴室性快速心律失常的患

渊晕杂灾栽冤袁蕴灾耘云臆源园豫且心电生理检查能诱发出 灾云

者袁 发生晕厥并怀疑与室性快速心律失常有关袁植

圆园员圆 年 叶耘杂悦 急性与慢性心衰诊断与治疗指

预防适应证袁且不能确定左心室功能是否能恢复或

源园 凿 以上或非缺血性心脏病袁经过至少 猿 个月优化

已植入 陨悦阅袁此次由于电池耗竭需要更换 陨悦阅袁经过

预期生存期跃员 年袁 其中心梗 源园 凿 以上者证据水平

圆援猿

或持续 灾栽渊证据水平 月冤 遥
咱猿暂

南曳提出 陨悦阅 行 杂悦阅 一级预防的玉类适应证院心梗
药物治疗后 晕再匀粤 心功能域耀芋级袁蕴灾耘云臆猿缘豫袁且
粤袁非缺血性心脏病者证据水平 月 遥
咱源暂

圆园员源 年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公布

入 陨悦阅 有益曰若需要永久起搏治疗并符合 杂悦阅 一级
左心室功能预计不能恢复者袁推荐植入 陨悦阅曰若此前
仔细评估合并症及临床情况后袁推荐更换 陨悦阅遥
血运重建术后 怨园 凿 内的患者

血运重建术后 怨园 凿 内的患者袁 此前符合 杂悦阅

一级预防适应证袁血运重建后 蕴灾耘云 恢复至跃猿缘豫的

的叶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治疗的中国专家共识曳也

可能性极小袁 若患者近 源园 凿 内无急性心梗袁 植入

圆

久起搏治疗并符合 杂悦阅 一级预防适应证袁且不能确

提出了 陨悦阅 的玉类适应证袁与上述指南基本无异咱缘暂遥
未纳入临床试验的 陨悦阅 一级预防的适应证

由于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入选和排除标准的局
限性袁有部分高危患者未能纳入临床试验袁目前对

陨悦阅 有益曰血运重建术后 怨园 凿 内的患者袁若需要永

定左心室功能是否能恢复或左心室功能预计不能

恢复袁推荐植入 陨悦阅曰若此前已植入 陨悦阅袁此次由于
电池耗竭需要更换 陨悦阅袁 经过仔细评估合并症及临

窑 源园源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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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情况后袁推荐更换 陨悦阅遥

行为

患者

关疗法袁尤其为玉类适应证疗法的责任遥 国内已有

圆援源

首次诊断为非缺血性心肌病渊晕陨悦酝冤怨 个月内的

几项临床试验评估了 陨悦阅 获益与 晕陨悦酝 诊断

时间之间的关系遥 阅耘云陨晕陨栽耘 研究的亚组分析比较
了 陨悦阅 在臆猿 个月渊灶越员缘园冤和跃猿 个月渊灶越猿园愿冤以及臆

怨 个月渊灶越圆员远冤和跃怨 个月渊灶越圆源圆冤之间的获益袁显示

尽管 陨悦阅 植入时间不同袁获益却相似 遥 陨酝粤悦鄄圆 队
咱苑暂

列研究显示袁 首次诊断为 晕陨悦酝 的患者经优化的药
物治疗 远耀怨 个月后袁 患者的左心室功能可明显改

善袁蕴灾耘云 增加袁 不再符合 陨悦阅 的一级预防标准 遥
咱愿暂

因此袁对于首次诊断为 晕陨悦酝 怨 个月内的患者袁是否
需要植入 陨悦阅 有不同意见遥 目前建议首次诊断为

应告知主管医师可能需要承担未告知患者相
多起因医生未告知家属患者为 杂悦阅 高危袁患者发生

杂悦阅 后产生医疗纠纷且患者家属打赢官司的案例遥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尧中华医学会心脏起搏与
电生理分会尧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正在

联合出台 野冠心病血运重建后心脏性猝死的预防冶
的专家共识袁希望能使更多的冠心病患者袁尤其是
心梗后的 杂悦阅 高危患者得到及时的识别和有效的
预防遥
源援猿

加强大众对 杂悦阅 的了解

通过各种媒介宣传方式袁加强大众对 杂悦阅 的认

晕陨悦酝 猿 个月内的患者袁 不推荐植入 陨悦阅 作为 杂悦阅

识遥 相对于对心脏支架尧房颤消融等的了解袁百姓对

左心室功能恢复可能性小袁植入 陨悦阅 作为 杂悦阅 一级

受医生推荐容易得多遥

一级预防曰首次诊断为 晕陨悦酝 猿耀怨 个月内的患者袁若

预防有益曰首次诊断为 晕陨悦酝 怨 个月内的患者袁若需
要永久起搏治疗并符合 杂悦阅 一级预防适应证袁且不
能确定左心室功能是否能恢复或左心室功能预计

不能恢复袁推荐植入 陨悦阅遥

猿

国内 陨悦阅 一级预防的现状及原因
我国目前进行 陨悦阅 一级预防 杂悦阅 的工作开展

得很不够遥 虽然近年来全国及各省市的相关学会尧
企业等进行了为数众多的有关 陨悦阅 预防 杂悦阅 的会
议宣传袁但 陨悦阅 植入量的增长仍十分缓慢遥圆园员源 年全

国 陨悦阅 植入量约 圆 园园园 台左右袁 其中一级预防约占

源缘豫袁 即全国因一级预防植入 陨悦阅 的患者不足千台袁

杂悦阅 了解很少遥 大众对疾病的主动认知远比被动接
源援源

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袁提高 陨悦阅 医疗保险

报销比例

实际上袁国外 陨悦阅 用于 杂悦阅 一级预防的成本原

效益渊糟燥泽贼鄄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灶藻泽泽冤分析研究显示袁增加 员 年存

活所消耗的资源与肾透析相似遥 以 陨悦阅 平均价格 怨
万袁 平均使用寿命 苑 年计算袁 患者每日需为预防
杂悦阅 植入的 陨悦阅 支付 猿缘 元人民币左右袁 并非昂贵

渊低于预防房颤中风的新型抗凝药冤遥
源援缘

从目前公认的适应人群中袁筛选出更加高危的

患者袁以期获得更多的临床获益袁提高 陨悦阅 治疗的
费用效果比

在符合一级预防的条件下袁如再有以下 源 项危

而同期美国植入 陨悦阅 约 圆园 万袁一级预防达 愿园豫遥

险因素者可能是更高的 杂悦阅 人群院淤晕厥或晕厥前

医生对患者所患疾病的 杂悦阅 风险及 陨悦阅 疗法本身

是 陨悦阅 术后发生适当治疗的独立预测因素咱员园暂遥 于极

国内 陨悦阅 植入量过少的原因比较复杂袁可能与

的认知不足尧患者不知晓自己为猝死的高危人群或
不相信猝死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
低尧陨悦阅 费用贵且非终生和患者不接受体内植入物
等众多因素有关 遥
咱怨暂

源

源援员

推进国内慢性心衰 陨悦阅 一级预防应用的策略
继续加强医生对心衰患者 杂悦阅 高危的认识及

兆遥 杂悦阅鄄匀藻云栽 研究结果显示袁陨悦阅 术前存在晕厥史
低的 蕴灾耘云遥汇集了 源 项随机对照试验 圆 愿圆愿 例患者

的荟萃分析显示袁 对 蕴灾耘云约源园豫的心衰患者袁蕴灾耘云
每降低 员园豫其 圆 年内心律失常死亡风险增加 猿怨豫袁
同时 陨悦阅 在 蕴灾耘云 为 员远豫耀圆缘豫的人群中预防 杂悦阅
的 效 果 最 为 显 著 咱员员暂遥 盂 非 持 续 性 室 性 心 动 过 速

渊灶燥灶泽怎泽贼葬蚤灶藻凿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贼葬糟澡赠糟葬则凿蚤葬袁晕杂灾栽冤遥 一 项

汇集了 员员 项临床试验 源 猿愿苑 例患者的荟萃分析显

陨悦阅 一级预防适应证指南的推广

示袁晕杂灾栽 是左室收缩功能不良患者心律失常事件

衰尧冠心病等专业医师的宣教遥 二级预防很多医师

晕杂灾栽 的患者 陨悦阅 术后适当治疗较无 晕杂灾栽 患者增加

重点是针对心内科的非器械植入医生袁 如心

都能够认识到再发 杂悦阅 的高危袁 而 杂悦阅 的一级预
防在不少非起搏电生理医师的观念里仍十分淡薄遥

源援圆

加强相关指南的制定袁进一步规范医师的医疗

的独立预测因素咱员圆暂遥 杂悦阅鄄匀藻云栽 研究结果显示袁存在

源 倍咱员猿暂遥榆频发室性早搏渊孕灾悦冤遥 早期 月蚤早早藻则咱员源暂的研究

显示袁心梗后动态心电图提示 孕灾悦 平均多于 员园 个 辕 澡

的患者袁杂悦阅 风险是对照组患者的 圆援圆源 倍袁 同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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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源冤院源园圆原源园缘袁源员园

因死亡风险最高遥 这些高危患者渊在符合 陨悦阅 一级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燥枣 泽 怎凿凿藻灶 糟葬则凿蚤葬糟 凿藻葬贼澡院葬 皂藻贼葬鄄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则葬灶凿燥皂蚤扎藻凿 糟燥灶贼则燥造造藻凿 贼则蚤葬造泽 咱允暂援 耘怎则 匀藻葬则贼 允袁圆园园怨袁猿园

预防基础上同时又至少具备上述 源 项危险因素之

一者冤发生 杂悦阅 的风险介于传统一级预防与二级预
防患者之间袁因此可称为 杂悦阅 的 员援缘 级预防遥

员援缘 级预防的概念虽然提出不久袁 但其意义已

咱猿暂

糟蚤葬贼蚤燥灶 栽葬泽噪 云燥则糟藻 燥灶 孕则葬糟贼蚤糟藻 郧怎蚤凿藻造蚤灶藻泽 葬灶凿 贼澡藻 匀藻葬则贼

患者中袁 按照极低 蕴灾耘云 和 晕杂灾栽 标准筛选得到员援缘

砸澡赠贼澡皂 杂燥糟蚤藻贼赠 咱允暂援 悦蚤则糟怎造葬贼蚤燥灶袁圆园员猿袁员圆苑 渊猿冤院耘圆愿猿 原
咱源暂

燥枣 贼澡藻 耘怎则燥责藻葬灶 杂燥糟蚤藻贼赠 燥枣 悦葬则凿蚤燥造燥早赠援 阅藻增藻造燥责藻凿 蚤灶 糟燥造鄄

对 员援缘 级预防患者袁 主要目的为证实 员援缘 级预防患

该研究为前瞻性尧非随机尧非盲尧多中心研究袁入选

造葬遭燥则葬贼蚤燥灶 憎蚤贼澡 贼澡藻 匀藻葬则贼 云葬蚤造怎则藻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渊匀云粤冤燥枣 贼澡藻
咱缘暂

符合一级预防植入 陨悦阅 适应证的患者袁分为符合和
最晚入选患者完成 圆源 个月随访袁 研究终点为组间

咱远暂

总

结

法遥 对慢性心衰 杂悦阅 一级预防的最重要策略袁是按

咱苑暂

咱愿暂

相关指南的制定和执行力度尧通过宣传提升大众对

杂悦阅 的了解尧提高 陨悦阅 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以及选择

更高危的患者植入 陨悦阅 是提高心衰患者 杂悦阅 一级
预防的重要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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