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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性心脏起搏器识别无症状性心房颤动并指导抗凝
和降低脑栓塞的发生
严叶香1,2，解玉泉1
【摘要】目的 探讨植入性心脏起搏器者常规随访程控早期识别无症状性心房颤动，对指导抗凝效
果和降低脑栓塞发生的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总结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于上海新华医院、上海第十
人民医院植入性心脏起搏器患者共 1436 例。术后1月、3月、6月及以后间隔3个月定期门诊随访程控，
随访患者的一般情况、房颤就诊率、房颤的抗凝达标率及脑梗塞发生率。中间有突发不良心律事件应
立即就诊。比较起搏器程控与常规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Holter）检出无症状性房颤的发生率和发生时
间，根据抗栓方式分为口服抗凝药组、口服抗血小板药组、手术治疗组和未干预组，比较心脏血栓形
成和脑栓塞发生率以及出血事件。结果 在1436例植入性心脏起搏器患者的随访过程中，共检出无症状
性房颤600例（41.7%），其中阵发型418例、持续型182例；经起搏器定期随访程控检出率比心电图或
Holter检出率明显增加，检出时间缩短（P＜0.05）。各组CHA2DS2-VASc评分（χ2=0.326，P=0.624）和
HASBLED评分（χ2=0.269，P=0.724）比较无差异。各组的总血栓事件（χ2=20.557，P=0.000）及心脏
血栓形成（χ2=15.313，P=0.000）发生率存在差异，其中抗血小板药组与未干预组均显著高于口服抗凝
药组（P＜0.05），而抗血小板药组与未干预组比较无差异（χ2=0.685，P=0.408）。三种不同抗血栓治
疗组患者的各项出血事件发生率均无差异（P＞0.05）。结论 植入性心脏起搏器患者常规随访程控对早
期识别无症状性房颤，指导抗凝效果和降低脑栓塞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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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routine follow-up control for early identifying

asymptomatic atrial fibrillation (AAF) in guidance of anticoagulation effect and reducing cerebral embolism
incidence in patients received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s. Methods The patients (n=1436) received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s were chosen from Shanghai Xinhua Hospital and Shanghai Tenth People’
s Hospital from Jan. 2016 to Jan. 2018.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collecting general data, doctor visiting
rate due to atrial fibrillation (AF), compliance rate of AF anticoagulation and incidence rate of cerebral infarction
after the operation for 1 month, 3 months and 6 months, and in later follow-up controls of regular clinic visits
per 3 months. If there were sudden adverse heart rate events, the patients should be treated immediately. The
incidence rate and incidence time of AAF detected by pacemaker control, routine electrocardiogram (ECG) and
Holter were compar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anticoagulation types, into oral anticoagulant group,
oral antiplatelet drug group, surgical group and non-interven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rate of cardiac thrombosis,
incidence rate of cerebral embolism and bleeding events were compared among all group. Results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in 1436 patients received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s, there were 600 cases (41.7%) of AAF,
and among them 418 with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PAF) and 182 with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PeAF).
The detection rat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detection time was shorter by regular pacemaker control compared
with that by ECG and Holter (P<0.05). The comparisons in CHA2DS2-VASc scores (χ2=0.326, P=0.624) and
HASBLED scores (χ2=0.269, P=0.724)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among all groups. The comparisons in
the total thrombus events (χ2=20.557, P=0.000) and cardiac thrombosis (χ2=15.313, P=0.000) showed that there
was difference among all group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oral antiplatelet drug group and non-interven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anticoagulant group (P<0.05), and had no difference between oral antiplatelet drug group and
non-intervention group (χ2=0.685, P=0.408). The incidence rates of different bleeding events had no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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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anticoagulant group, oral antiplatelet drug group and surgic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routine
follow-up control is very important in clinic for early identifying AAF, guiding anticoagulation effect and reducing
cerebral embolism incidence.
[Key words]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s; Asymptomatic atrial fibrillation; Anticoagulation; Cerebral
embolism

心律失常尤其是心房颤动是导致心脏附壁血
栓形成和心源性脑栓塞发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外
周动脉栓塞发生的重要原因[1]。早期筛检房颤、评
估血栓和出血风险、指导正规抗凝和定期检测抗
凝效果是预防房颤严重血栓事件，改善患者远期
预后的重要途经[2]。常规心电图和24 h动态心电图
（Holter）是临床最常用检查心律失常的工具，缺
点也很明显，仅能展示即刻或24 h内心律，对早期
无症状性房颤或突发严重不良心律失常往往不能
第一时间预警，导致临床干预延误[3]。随着各种植
入性心脏起搏器，如永久性起搏器（PM）、植入
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起
搏器（CRT/CRT-D）以及loop recorder可植入式心
电记录系统，可实时记录心脏工作状态，能够第
一时间记录各种心律失常，对持续性房颤、频发
室速、室颤等恶性心律失常能够第一时间预警和
自动除颤，从而恢复心脏正常的节律性传导，降
低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5]。
该研究旨在探讨植入性心脏起搏器患者常规随访
程控早期识别无症状性房颤，对指导抗凝效果和
降低脑栓塞发生的临床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
月于上海新华医院和上海第十人民医院植入性
心脏起搏器患者1436例，其中将术后随访时发
现房颤的600例患者纳入研究对象。600例患者
中男性330例，女性270例，年龄48~76（55.7±
9.6）岁，植入起搏器类型：PM共460例，ICD共
60例，CRT/CRT-D共80例，术后均为窦性心律，
平均心率65~85 次/min，平均（74.3±6.5）次
/min，高血压120例，糖尿病59例。纳入标准：①
符合植入性心脏起搏器应用指征，术后定期门诊
随访程控，无起搏器相关并发症；②新发房颤或
之前不知晓房颤；③无症状性房颤；④起搏器程
控随访发现房颤持续时间≥5 min；⑤临床资料完
善。排除标准：①心脏瓣膜病、心肌炎、严重心
力衰竭；②恶性肿瘤，预期生存期小于1年；③
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凝血功能异常，高危出血性
疾病，如近期手术、严重消化道溃疡；④不能规
律性服用抗栓药物。
1.2 分组 所有患者术后1月、3月、6月、以后间
隔3个月定期门诊随访程控，中间有突发不良心律
事件应立即就诊。心电图或Holter等常规心电检查

仅在定期门诊随访时检查。本研究600例发生房颤
患者均在门诊起搏器程控时被检出，纳入起搏器
程控组（600例）；而仅有419例患者在门诊行常
规心电检查时被检出，纳入常规心电检查组（419
例）。比较起搏器程控组与常规心电检查组检出
无症状性房颤的发生率和发生时间的差异。
1.3 抗凝治疗 本研究抗凝方式分为口服抗凝药、
抗血小板药以及手术治疗，其中抗凝药包括华法
林、达比加群、利伐沙班，抗血小板药包括阿司
匹林、氯吡格雷，手术治疗包括房颤射频消融
术、左心耳封堵术、房颤射频消融+左心耳封堵
一站式手术。根据抗凝方式将600例房颤患者分
为口服抗凝药组（230例，38.3%）、口服抗血小
板药组（214例，35.7%）、手术治疗组（36例，
6.0%）和未干预组（120例，20.0%）。各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植入起搏器类型、平均心率、
高血压和糖尿病比例进行比较均无差异（P＞
0.05）。
1.4 抗血栓效果观察指标 比较四组不同抗血栓治
疗患者的CHA2DS2-VASc评分、HASBLED评分
以及心脏血栓形成与脑栓塞等总血栓事件发生率
的差异。其中CHA2DS2-VASc评分[6]包括心力衰
竭（LVEF＜40%）计1分、高血压计1分、年龄
＞75岁计2分、糖尿病计1分、卒中/血栓形成计2
分、血管性疾病计1分、年龄65~74岁计1分、女
性计1分，共计9分，总分≥2分推荐口服抗凝药
物，1分可选择华法林或阿司匹林，0分推荐不抗
栓治疗。HASBLED评分[7]包括高血压（血压控制
不佳，SBP≥160 mmHg）计1分、肝肾功能不全
各计1分、卒中计1分、出血计1分、异常INR值计
1分、年龄＞65岁计1分、药物或饮酒各计1分，
总分≥3分提示高危出血，抗栓治疗需谨慎，必
要时需停药观察。
1.5 出血事件观察指标 比较抗凝药组和抗血小
板药组患者的出血事件的发生率，其中出血事件
主要是指皮肤轻微出血、消化道少量出血、消化
道大出血、颅内轻微出血、颅内大出血、严重出
血(消化道大出血和颅内大出血的总和)、总出血
（包含所有出血事件）等。
1.6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0.0统计学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及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

•

426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4月第12卷第4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April,2020,Vol.12,No.4

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4 不同抗血栓治疗患者出血事件的比较（n，%）

2 结果
2.1 两种方法检测无症状性房颤的比较 1436例患
者共检出无症状性房颤600例，检出率为41,7%，
其中阵发型418例、持续型182例；经起搏器定期
随访程控检出率比心电图或Holter检出率明显增
加，检出时间缩短（P＜0.05，表1）。起搏器与
心电图或Holter检出房颤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无
差异（P＞0.05，表2）。
2.2 各组抗血栓效果和脑栓塞发生的比较 各组
CHA 2DS 2-VASc评分（χ 2=0.326，P=0.624）和
HASBLED评分（χ2=0.269，P=0.724）比较无差
异。各组的总血栓事件（χ2=20.557，P=0.000）
及心脏血栓形成（χ2=15.313，P=0.000）发生率
存在差异，其中抗血小板药组与未干预组均显著
高于抗凝药组（P＜0.05），而抗血小板药组与
未干预组比较无差异（χ 2=0.685，P=0.408）。
由于手术治疗组例数较少，尚无法判断与其他各
组的差异（表3）。
表1 两种方法检测无症状性房颤的比较（n=600）
方法
起搏器程控
常规心电检查
t/χ2
P值

例数
600
419

检出率（n，%）
600（100）
419（69.8）
54.490
0.000

检出时间（月）
5.5±3.4
9.6±4.5
17.807
0.000

表2 两种方法检出房颤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起搏器程控组 常规心电检查组 t/χ2 P值

指标
男性（n，%）
年龄（岁）
起搏器类型（n，%）
PM
ICD
CRT/CRT-D
心率（次/min）
高血压（n，%）
糖尿病（n，%）

（n=600）
332（55.3）
55.3±8.6

（n=419）
217（51.8）
55.5±9.2

481（80.2）
50（8.3）
69（11.5）
74.5±6.9
120（20.0）
59（9.8）

345（82.3）
32（7.6）
42（10.1）
74.1±6.3
90（21.48）
44（10.5）

1.247 0.264
0.569 0.423
0.786 0.675

0.632 0.324
0.330 0.566
0.121 0.728

表3 各组抗血栓效果和脑栓塞发生的比较（n，%）
指标

抗凝药组 抗血小板药组 未干预组 F/χ2值 P值

CHA2DS2-VASc评分
HASBLED评分
心脏血栓形成
脑栓塞
总血栓事件

（n=230）
4.4±0.5
1.3±0.3
8（3.5）
3（1.3）
11（4.8）

（n=214）
4.3±0.4
1.4±0.3
24（11.3）a
8（3.7）
32（15.0）a

（n=120）
4.3±0.5
1.3±0.4
18（15.0）a
6（5.0）
24（20.0）a

0.326
0.269
15.313
4.303
20.557

0.624
0.724
0.000
0.116
0.000

注：与抗凝药组相比，aP＜0.05

2.3 各组出血事件的比较 抗凝药组和抗血小板药
组患者的各项出血事件（包括消化道大出血和颅
内大出血）发生率均无差异（P＞0.05）。鉴于
手术治疗组例数较少，尚无法判断与其他各组的
差异。
3 讨论

指标

抗凝药组

抗血小板药组

χ2值

P值

皮肤轻微出血
消化道少量出血
消化道大出血
颅内轻微出血
颅内大出血
严重出血
总出血

（n=230）
3（1.30）
4（1.74）
5（2.17）
4（1.74）
2（0.87）
7（3.04）
18（7.82）

（n=214）
4（1.87）
4（1.87）
7（3.27）
3（1.40）
4（1.87）
11（5.14）
22（1.02）

0.2279
0.0106
0.5074
0.0813
0.8309
1.2529
0.8146

0.6331
0.9180
0.4763
0.7756
0.3620
0.2629
0.3667

该研究观察过程中发现，起搏器随访发现
无症状房颤的检测率可高达100%，即只要发生
房颤，定期起搏器随访均能发现，较心电图及
Holter检测率（69.8%），显著敏感。血栓风险高
危患者（CHA2DS2-VASc评分≥2分）抗栓达标率
53.03%，总体达标率较高，且积极手术治疗比例
达6%，总体干预率较高。流行病学调查发现[8]，
无症状性房颤的高危因素有高凝、女性、高血
压、糖尿病、心肌缺血、心力衰竭、心室扩大、
瓣膜疾病、心肌病、起搏器植入，起搏器植入既
是纠正原发心脏传导系统障碍，恢复正常心律的
重要方法，同时起搏器仍然不能完全模拟正常的
心电节律，长时间起搏仍可能增加心脏内血流动
力学异常，进而影响正常的心电传导 [9]。起搏器
不仅具有起搏功能，同时可以实时记录患者的心
脏电学活动，并通过体外程控系统调出，能够准
确、客观、真实反映患者一段时间内心脏机械和
电学工作情况[10]。
该研究针对1436例植入心脏起搏器后常规
程控随访发现，无症状性房颤发生率为41.7%，
包括各型房颤。无症状性房颤往往缺乏典型的
临床症状和体征，对早期抗凝增加了困难，约
10%~30%患者在确诊心脏血栓或脑栓塞后才发
现无症状性房颤，给临床治疗增加了极大难度，
临床预后也较差 [11] 。该研究结果提示，起搏器
定期随访程控检出无症状性房颤发生率比心电
图或Holter检出率明显增加，检出时间缩短（P
＜0.05）。但是起搏器随访仍有一定的时间间
隔，如何进一步缩短无症状性房颤的检出时间是
研究的重点。部分学者提出[12]，对起搏器介入远
程手机或电脑网络实时监控心脏起搏和异常心
律，有可能是提高无症状性房颤早期检出的重要
进步。
早期检出无症状房颤对正确指导抗凝具有重
要意义。研究结果提示，口服抗凝药组与抗血小
板药组比较，心脏血栓形成和脑栓塞发生率减
少，抗血小板药组与未干预组比较无差异。华法
林仍然是预防房颤性血栓形成的主要口服药物，
缺点是个体间有效剂量差异较大，需要反复测量
INR数值，降低了用药和随访依从性 [13]；达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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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利伐沙班是新型抗血栓形成药物，用药方
便，无需反复检测，抗凝效果确切，缺点是费用
较贵，尚不能推广普及[14]。经多项大规模临床试
验也证实[15,16]，抗血小板药物仍然不能取代常规
华法林抗血栓。最后，口服抗凝药组和抗血小板
药比较总出血、严重出血等事件的发生率均无差
异。手术治疗组例数较少，尚无法判断与其他各
组的差异。
房颤导致脑栓塞的风险随CHADS 2 -VASs评
分的升高而增加，CHA2DS2-VASc 不同积分有不
同的年卒中率，积分0-9分对应的校正的年卒中
率/%分别为：0、1.3%、2.2%、3.2%、4.0%、
6.7%、9.8%、9.6%、6.7%、15.2%[17]。积极抗栓
治疗后发生率明显下降。同时评估HASBLED积
分了解出血风险高的患者，抗凝治疗率下降，改
为抗血小板治疗，但对房颤所致脑卒中无保护作
用，仍对非心源性的脑卒中有一定保护作用[18]。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8]，无症状性房颤的高危因素
有高凝、女性、高血压、糖尿病、心肌缺血、心
力衰竭、心室扩大、瓣膜疾病、心肌病、起搏器
植入。房颤射频消融能维持窦律，改善症状及心
功能均有益，左心耳封堵术是对于高血栓风险，
高出血风险患者防治脑栓塞的有效方法[19,20]。本
研究中房颤射频消融，左心耳封堵术相对较少，
可能与患者是被起搏器程控发现无症状房颤有
关，不愿更积极手术治疗，但本研究检测无症状
房颤的整体抗凝及干预率较高。
综上所述，从植入性心脏起搏器可以早期监
测无症状房颤的发生，提出早期积极有效抗血栓
治疗及更积极的手术，使脑栓塞和心脏内血栓形
成的发生率明显下降。本研究入选既往无房颤病
史，或未知房颤病史的患者，程控发现房颤，其
发生与何因素有关，需大样本，前瞻性，长期随
访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受限于非前瞻性研究、
总样本量较少、随访时间较短，结果仍需进一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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