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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多种药物抗凝治疗的临床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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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对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多种药物抗凝治疗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进行对比研究遥 方法院将入组的确诊心房颤

动患者 员员圆 例袁按随机数字表分为 粤 组渊猿苑 例冤尧月 组渊源园 例冤和 悦 组渊猿缘 例冤遥 采用射频消融术治疗后袁粤 组尧月 组和 悦 组分别口

服华法林片尧达比加群酯胶囊和利伐沙班进行抗凝治疗袁疗程 怨园 凿袁比较各组患者的疗效尧安全性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遥 结

果院月 组疗效与 粤 组和 悦 组相当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孕﹥园援园缘冤袁悦 组疗效优于 粤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园援园缘冤曰月 组和 悦
组的出血发生率均低于 粤 组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园援园缘冤袁月 组和 悦 组之间的安全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园援园缘冤曰猿 组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均出现轻微的其他不良反应袁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达比加群酯和利伐沙班在心房颤动射频

消融术后的抗凝治疗中袁疗效优于或等同华法林袁安全性较优袁临床应用方便袁值得在临床上推广遥
咱关键词暂

心房颤动曰射频消融术曰华法林曰达比加群酯曰利伐沙班
R缘源员援苑缘

咱中图分类号暂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晕杂圆园员远员员员缘

咱文献标志码暂

月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远冤员员鄄员猿缘远鄄园猿

排除标准院 淤术前有活动性出血或消化性溃疡

心房颤动是最为常见的心律失常袁在我国总人群

中的发病率高达 员豫袁且近年来呈逐年递增趋势 遥 目

的高出血风险曰于术前有深静脉血栓尧肺栓塞病史曰

在围手术期极易发生血栓栓塞并发症袁严重影响患

和恶性肿瘤遥

咱员暂

前针对心房颤动患者的治疗以射频消融术为主袁但
者预后甚至危及生命袁因此术后需进行至少 猿 个月

盂术前合并脑血管疾病曰榆有严重肝肾肺功能异常
自 圆园员猿 年 员 月要圆园员缘 年 员圆 月袁按纳入和排除

的抗凝治疗 遥 目前国内对此类患者的术后抗凝治

标准共纳入患者 员员圆 例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猿 组袁

窄尧个体用量差异大袁需通过频繁监测国际标准化

年龄尧病情等情况如表 员 所示袁经比较各组差异均

咱圆暂

疗主要采用华法林袁虽然其疗效确切袁但其治疗窗
比值渊蚤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灶燥则皂葬造蚤扎藻凿 则葬贼蚤燥袁陨晕砸冤来不断调整
剂量袁因此其临床应用的方便性和患者的依从性均
较差 遥 近年来袁国外口服直接凝血酶抑制剂达比加
咱猿暂

群酯和口服 云锥葬 因子抑制剂利伐沙班因高效抗凝尧
较宽治疗窗而越来越多应用于射频消融术后抗凝

治疗

遥 本研究对法华林尧达比加群酯和利伐沙班

咱源原缘暂

在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抗凝治疗中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进行比较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粤 组 猿苑 例袁月 组 源园 例袁悦 组 猿缘 例遥 各组患者性别尧

无统计学意义渊孕﹥园援园缘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本研究方案
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袁所有患者或家属均
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员援圆

方法

各组患者术前 猿 凿 均经食道心脏超声检查排除

左心房血栓袁并连续 猿 凿 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 源园 皂早袁
在术前 员圆 澡 停用遥 各组进行常规的射频消融术袁手

术均顺利完成袁术后 源 澡 给予抗凝治疗遥 粤 组口服华

法林片渊济南齐鲁制药有限公司袁规格院圆援缘 皂早 辕 片冤袁

初始每日 员 次袁每次 员 片袁每 猿 日检测 员 次 陨晕砸袁根
据结果增减 员 辕 源耀员 辕 圆 片袁 使 陨晕砸 值稳定在 圆援园耀猿援园之

入选标准院 淤年龄逸员愿 岁曰于经确诊为非瓣膜

间袁达标且连续稳定 猿 次后袁每月监测 陨晕砸 员 次曰月

治疗曰 盂术前有明显房颤症状且药物治疗效果欠

司袁规格院员员园 皂早 辕 粒冤袁每日 圆 次袁每次 员 粒曰悦 组口

性阵发性或持续性房颤袁均在本院进行射频消融术
佳曰榆无抗凝禁忌证遥
咱基金项目暂

江苏省卫生厅面上项目渊匀圆园员源园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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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怎赠葬灶澡怎岳灶躁皂怎援藻凿怎援糟灶

鄢

组口服达比加群酯胶囊渊德国勃林格殷格翰药业公

服利伐沙班片渊德国拜耳医药公司袁规格院圆园 皂早 辕 片冤袁
每日 员 次袁每次 员 片遥 各组疗程均为 怨园 凿遥

评价指标院淤客观疗效院以栓塞情况进行评价袁

对各组患者的肺栓塞尧心肌梗死尧下肢静脉栓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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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
渊例冤

组别
粤组
月组
悦组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性别渊例冤
男 女
圆缘 员圆
圆苑 员猿
圆圆 员猿

猿苑
源园
猿缘

年龄渊岁冤
缘缘援圆 依 员员援圆
缘苑援远 依 员园援缘
缘远援源 依 怨援怨

房颤类型 渊例冤

阵发性
圆远
圆苑
圆源

持续性
员员
员猿
员员

非中枢神经系统栓塞和缺血性脑卒中发生情况进行

统计遥 于安全性院以出血情况进行评价袁对各组患者
的出血情况进行统计袁包括颅外大出血尧出血性脑卒

圆

结

圆援员

窑员猿缘苑窑

果

疗效的比较

粤 组患者达到抗凝稳态时袁陨晕砸 为 圆援源愿 依 园援缘圆遥

猿 组患者在肺栓塞尧心肌梗死尧下肢静脉栓塞尧缺血

性脑卒中发生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孕﹥园援园缘冤曰
悦组的栓塞总发生率低于 粤 组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园援园缘冤袁月 组的栓塞总发生率与 粤 组和 悦 组比
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中等严重出血和牙龈渗血尧血尿尧皮下出血等一般出

圆援圆

困难尧消化道反应尧皮疹等不良反应进行统计遥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园援园缘冤曰月 组和 悦 组的一般

血遥 盂不良反应院对各组患者头痛尧失眠尧眩晕尧呼吸
本研究采用门诊尧电话或实地随访袁观察并询
问有无肢体尧言语或神志障碍袁以及肢体疼痛尧体温
下降等栓塞表现袁如有临床怀疑袁则进行相应检查
和处理曰观察并询问有无皮肤尧消化道尧呼吸道尧黏

膜等出血事件遥 随访期 猿 个月袁当发生严重出血或
肝肾功能损害时立即停止用药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统计软件分析遥 计量数据均采用

均数依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袁两两比较采用 蕴杂阅鄄贼 检验曰计数资料采用
百分率渊豫冤表示袁比较采用 字 检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表示
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表圆
例数
猿苑
源园
猿缘

组别
粤组
月组
悦组

与 粤 组比较袁鄢孕﹤园援园缘遥

表猿

组别
粤组
月组
悦组

例数
猿苑
源园
猿缘

肺栓塞
圆渊缘援源冤
员渊圆援缘冤
园渊园援园冤

一般出血
怨渊圆源援猿冤
猿渊苑援缘冤鄢
圆渊缘援苑冤鄢

与 粤 组比较袁鄢孕﹤园援园缘遥

颅外大出血
员渊圆援苑冤
园渊园援园冤
园渊园援园冤

猿 组患者在颅外大出血尧 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

出血发生率低于 粤 组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园援园缘冤袁月 组和 悦 组的一般出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孕﹥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圆援猿

不良反应的比较

各组头痛尧失眠尧眩晕尧呼吸困难尧消化道反应

和皮疹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孕﹥

园援园缘袁表 源冤遥

猿

讨

论

房颤射频消融术会对患者心腔内膜造成损伤袁
局部血流受到加热袁 这些原因均会导致血栓形成袁
而血栓一旦形成袁极易引起非中枢神经系统性栓塞
咱灶渊豫冤暂

各组患者栓塞情况的比较

心肌梗死
圆渊缘援源冤
员渊圆援缘冤
员渊圆援怨冤

各组患者出血情况的比较

安全性的比较

咱灶渊豫冤暂

出血性脑卒中
园渊园援园冤
园渊园援园冤
园渊园援园冤

和缺血性脑卒中等并发症袁这些并发症会导致患者
致残或致死 咱圆暂袁故临床上在射频消融术后须进行积

缺血性脑卒中
缘渊员猿援缘冤
圆渊缘援园冤园
员渊圆援怨冤园

下肢静脉栓塞
员渊圆援苑冤
员渊圆援缘冤
员渊圆援怨冤
表源
不良反应
头痛
失眠
眩晕
呼吸困难
消化道反应
皮疹

栓塞总发生率
员园渊圆苑援园冤
园缘渊员圆援缘冤
园猿渊愿援远冤鄢

各组患者不良反应的比较
粤组
远渊员远援圆冤
圆渊缘援源冤
圆渊缘援源冤
员渊圆援苑冤
远渊员远援圆冤
猿渊愿援员冤

月组
缘渊员圆援缘冤
猿渊苑援缘冤
源渊员园援园冤
员渊圆援缘冤
怨渊圆圆援缘冤
员渊圆援缘冤

咱灶渊豫冤暂

悦组
缘渊员源援猿冤
圆渊缘援苑冤
猿渊愿援远冤
园渊园援园冤
缘渊员源援猿冤
园渊园援园冤

极有效的抗凝治疗遥 根据欧洲心脏病学会指南袁患

监测袁 且治疗过程中有较高的出血事件发生率袁因

月的抗凝治疗以降低血栓栓塞并发症的风险遥 目前

口服抗凝药物达比加群酯和利伐沙班有较高的安

者在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须接受不得少于 猿 个

国内临床上最常用的抗凝治疗方案为口服维生素 运

拮抗剂华法林袁也是预防房颤射频消融术后血栓栓
塞的首选策略袁但其治疗窗较窄尧半衰期较长尧易与

其他药物或食物发生相互作用袁需频繁进行 陨晕砸 的

此在临床应用上受到了限制咱猿暂遥 近年来上市的新型
全性袁在治疗过程中不需监测 陨晕砸袁因此在临床上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咱源原缘暂遥

达比加群酯在体内迅速转化为达比加群袁是一

种高效的直接凝血酶抑制剂袁直接竞争性抑制凝血

窑员猿缘愿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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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袁从而阻断凝血过程咱远暂遥该药于 圆园员园 年由美国食品

高于华法林袁 达比加群酯的抗凝疗效与华法林相

与药物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袁 在心房颤动射频消融

当袁安全性要高于华法林袁利伐沙班和达比加群酯

术后的抗凝治疗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袁 其抗凝

的抗凝疗效和安全性相当遥 因此袁利伐沙班和达比

疗效确切且有较高的安全性袁 国内外临床研究报道

加群酯在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的抗凝治疗中安全

表明

袁房颤患者使用达比加群酯 员员园 皂早袁圆 次 辕 凿袁

咱远原愿暂

有效方便袁值得进行推广遥

其预防栓塞疗效与华法林相当袁但出血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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