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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us三维标测系统指导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消融的
初步研究
谷云飞1，金军1，段卡丹1，王静1，潘广杰1，吴鹏宇1，齐玉婕1，陈伟刚1，常学伟1
【摘要】目的 评估国产Columbus三维电生理标测系统指导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PSVT）射频
消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分析2016年1月~2019年12月于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心内科确
诊为PSVT并接受Columbus三维标测系统指导下RFCA术的患者210例，统计患者的手术时间、X线曝光
时间、即刻消融成功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其中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AVNRT）158例，左侧旁
路47例，右侧旁路5例。除1例患者消融失败外，其余患者均获成功。AVNRT的平均手术时间（68.7±
13.5）min，X线曝光时间为（3.8±2.6）min，左侧旁路平均手术时间（78.7±11.2）min，X线曝光时间
为（10.8±5.7）min，右侧旁路平均手术时间为（90.1±22.6）min，X线曝光时间为（3.85±2.2）min。
无术中并发症发生。选择2016年1月前的接受传统X线消融的100例AVNRT患者与国产三维组AVNRT患者
对比，国产三维消融组整体手术时间长于二维消融组（P＜0.05），但X线曝光时间三维组较二维组明显
缩短（P＜0.01）。结论 国产Columbus三维电生理标测系统指导PSVT消融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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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physiological mapping

system of Columbus in guiding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of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PSV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9, 210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PSVT and underwent RFCA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lumbus three-dimensional mapping system i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Luoyang Centr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the operation time, X-ray exposure time, success
rate of immediate ablation and complication rate were counted. Results There were 158 cases of atrioventricular nodal
reentrant tachycardia (AVNRT), 47 cases of left-sided bypass and 5 cases of right-sided bypass.The ablation was
successful in all but one patient. The average operation time of AVNRT was 68.7±13.5 min, X-ray exposure time was (3.8
±2.6) min, average operation time of left bypass was (78.7±11.2) min, X-ray exposure time was (10.8±5.7) min, average
operation time of right bypass was (90.1±22.6) min, and X-ray exposure time was (3.85±2.2) min. No intra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One hundred AVNRT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nventional X-ray ablation before January
2016 were selected to compare with AVNRT patients in the domestic three-dimensional ablation group. The overall
operation time of the domestic three-dimensional ablation group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two-dimensional ablation
group (P<0.05), but the X-ray exposure time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two-dimensional group (P<0.01). Conclusion The homemade Columbus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physiological mapping
system has good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in guiding PSVT ablation.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Columbus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anatomic mapping system in guiding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of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PSV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210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PSVT and received
RFCA guilded by Columbus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anatomic mapping system in our center. The operation time, X-ray
exposure time, immediate ablation success rate, complication rate were analyzed . Results There are 158 patients with
AVNRT, 47 patients with left bypass, and 5 patients with right bypass. Except for one patient who failed ablation, the
remaining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 The average operation time and X-ray time of AVNRT were 68.7±13.5min and 3.8
±2.6 min, respectively.The average operation time and X-ray time of the left bypass is 78.7±11.2 min and 10.8±5.7
min,respectively . The average operation time and X-ray time of the right bypass is 90.1±22.6 min and 3.85 ±2.2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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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rocedur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Conclusion The Columbus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anatomic mapping system
guides PSVT ablation with good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Three-dimensional electrophysiological mapping;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Columbus

由于手术成功率高且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导
管射频消融（RFCA）已成为阵发性室上性心动
过速（PSVT）治疗的一线选择[1]。传统的PSVT射
频消融在X射线指引下进行，除了医生和患者要
暴露在射线辐射下外，二维影像下定位还可能会
影响手术的安全性及成功率。三维电解剖标测系
统可以在电场或磁场下指引导管构建心脏模型，
并进行激动标测明确心律失常机制，指导消融导
管精确定位消融靶点，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同时减少甚至达到了无X线指引下的射频
消融 [2]。目前国内主流应用的三维电解剖标测系
统基本为进口设备垄断，如CARTO、ENSITE以
及Rhythmia系统。随着国内医疗器械厂家的研发
水平的进步，国产三维标测系统也陆续上市，如
上海微创公司的Columbus[3]和四川锦江公司3Ding
系统。已有关于国产三维标测系统应用于心房纤
颤（房颤）消融的研究[4]，但关于PSVT消融的研
究暂未见报道，本中心应用微创公司的Columbus
系统进行PSVT消融治疗已有3年，现将其指导
PSVT射频消融的初步应用结果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分析2016年1月~2019年12月
于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确诊为PSVT并接
受Columbus系统指导下RFCA的患者210例，同时
选择2016年1月前采用二维X线指导下行射频消融
的PSVT患者（电生理证实为房室结折返型心动
过速）100例为对照组。所有患者术前均完善胸
片、超声心动图、凝血功能等常规检查，术前停
用抗心律失常药物至少5个半衰期。
1.2 电生理检查及射频消融治疗 手术由本院1名
成熟的电生理医生独立完成。术中先建立静脉通
路，贴体表电极片。常规经右颈内静脉或右锁骨
下静脉穿刺放置十极冠状窦标测电极导管，经股
静脉放置右心室标测电极导管，分别行冠状窦
和心室刺激完成电生理检查及诱发心动过速。
诱发心动过速后，如为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
（AVNRT），则穿刺右侧股静脉，送入微创蓝加
硬磁定位消融导管，先三维磁场导航下构建右心
房、三尖瓣环等模型，标记希氏束区域，在三维
磁场导航下应用经典下位法行射频消融。消融参
数设置：温度50~55℃，功率25~30 W。初步判定
消融成功后每5 min重复检查1次，观察半小时仍
达到消融终点则判定消融成功。消融后常规评价

消融效果，消融终点判定标准：程序刺激不能诱
发心动过速，无心房回波和慢径传导现象。左侧
旁路时采用穿刺房间隔途径或动脉逆行途径，如
穿间隔途径则应用微创蓝加硬磁定位消融导管至
左房后构建二尖瓣环模型，激动标测前传或逆传
最早激动位置进行消融。如采用逆性途径，则穿
刺右侧股动脉后送入微创红把磁定位消融导管，
根据CS激动顺序在靶点附近进行精细标测后放电
消融。右侧旁路时穿刺右侧股静脉送入微创蓝加
硬磁定位消融导管，先在三维磁场导航下构建右
心房、三尖瓣环等模型，标记希氏束区域，瓣环
行激动标测，寻找最早AV或VA融合处为靶点进
行消融[5]。
1.3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的手术时间（从穿刺静脉
到拔除鞘管的时间）、X线曝光时间、即刻消融
成功率、并发症发生情况等。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x ±
s）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数（%）表示，
应用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基线资料 国产三维消融组210例手术
患者平均年龄（47.3±16.2）岁，女性130例
（62%），男性70例（38%），心动过速病史
为（6.2±4.4）年，心动过速频率为（165.5±
20.3）次/min，两组数据具有可比性（P＞0.05）
（表1）。
表1 国产三维及传统二维消融组患者基本资料（ x ±s）
项目
例数
年龄（岁）
女性（n，%）
心动过速病史（年）
心动过速频率（次/min）
左室内径（mm）
左室射血分数（%）

国产三维消融组
210
47.3±16.2
130（62%）
6.2±4.4
165.5±20.3
39.4±3.2
56.7±6.1

传统二维消融组
100
52.6±10.1
70（70%）
4.7±2.1
158.5±10.8
36.1±2.8
52.1±4.3

2.2 手术相关结果 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
（AVNRT）158例，左侧旁路47例，右侧旁路
5例。除1例右侧旁路患者消融失败外，其余患
者均获成功。AVNRT的平均手术时间（68.7±
13.5）min，X线曝光时间为（3.8±2.6）min，左
侧旁路平均手术时间（78.7±11.2）min，X线曝
光时间为（10.8±5.7）min，右侧旁路平均手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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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90.1±22.6）min，X线曝光时间为（3.85±
2.2）min，所有患者无术中并发症发生（表2）。
2.3 国产三维消融组与传统二维消融组的比较 由
于国产三维消融组中包括AVNRT、左侧旁路和右
侧旁路多种病例，为避免比较的偏倚，特将国产
三维消融组中的AVNRT患者与传统二维消融组的
100例AVNRT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的比较：
国产三维消融组整体手术时间长于二维消融组
（P＜0.05），但X线曝光时间三维组较二维组明
显缩短（P＜0.01）。两组患者手术即刻成功率
均为100%，无并发症发生（表3）。
表2 国产三维组患者手术相关结果
项目
例数
手术时间（min）
曝光时间（min）
即刻成功率
并发症

AVNRT
158
68.7±13.5
3.8±2.6
100%
0

左侧旁路
47
78.7±11.2
10.8±5.7
100%
0

右侧旁路
5
90.1±22.6
3.85±2.2
80%
0

注：AVNRT：房室结折返型心动过速
表3 国产三维组与传统二维组AVNRT患者消融指标比较
项目
例数
手术时间（min）
曝光时间（min）
即刻成功率
并发症

国产三维AVNRT
158
68.7±13.5
3.8±2.6
100%
0

传统二维AVNRT
100
58.4±11.3
15.3±1.8
100%
0

P值
0.042
0.008
NS
NS

注： AVNRT：房室结折返型心动过速

3 讨论
RFCA是目前PSVT根治的一线选择，其成功
率达95%~98%以上[1]。传统射频消融是采用二维
标测系统即X线透视指导下对患者进行局部病灶
破坏，但该方法X线辐射时间长，对患者及术者
会造成一定的射线损伤。大量国内外研究显示，
长时间暴露于X线的辐射下会大大增加罹患恶性
肿瘤的几率[6,7]，另外由于二维X线的影像局限于
平面，需反复不同体位投照，且难以反映心脏真
实结构，对心动过速的成功射频消融造成影响。
三维标测系统采用磁场/电场进行导航，克服了
上述二维X线引导的缺点，大大提高了射频消融
的安全性和成功率。目前关于三维标测系统指导
PSVT消融治疗的研究中，均使用进口三维标测
系统CARTO及ENSITE[8-13]，未见关于国产三维标
测系统Columbus指导PSVT消融治疗的研究报道。
本中心应用微创公司的Columbus三维标测系统指
导PSVT消融治疗已有3年，经过对210例患者手术
的初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Columbus三维标测系
统指导下能够安全有效的完成PSVT消融手术，X
线曝光量较少，且无任何临床并发症发生。
齐书英等[10]应用CARTO指导PSVT消融明显缩
短了X线曝光时间（2.1±0.7min vs. 7.8±3.6 min，

P＜0.0001），且无并发症发生及无复发病例出
现。宗书峰等[11]研究发现CARTO组指导下的PSVT
消融，术中X线时间为（2.6±2.3）min，显著低
于X线指导组（15.8±9.5）min，（P＜0.001），
其中8例AVNRT患者零X线辐射。两组手术时间及
成功率无统计学差异，随访6个月，两组均无复
发患者。上述研究均证实了三维指导下的PSVT消
融安全有效，且明显降低了X线辐射损伤。国产
Columbus三维标测系统与CARTO系统类似，采用
磁场进行定位，配合自主研发的磁定位导管，其
导航的精确度有充分保证。在本研究中，所有患
者均在Columbus三维标测系统下完成手术，仅1例
右侧旁路消融失败，与消融导管没有压力显示，
无法获得与瓣环的良好贴靠有关。且所有患者消
融过程中未出现三度房室传导阻滞、血栓栓塞、
心脏穿孔等并发症，整体手术安全性较好。
本研究中AVNRT的患者比例较高，整体手术
时间约1 h完成，与进口三维标测系统指导下的手
术时间类似 [10,11]，X线曝光时间较短，而左侧旁
路患者手术时间和X线曝光时间相对更长，可能
与本中心多采用动脉逆行途径消融有关。如采用
穿间隔途径，在穿刺房间隔完成后可以构建二尖
瓣环和心房模型，几乎不需X线指引导航，可大
大降低X线的曝光时间。
由于目前Columbus系统仅使用磁场导航，只
能显示磁定位的消融电极，导管兼容性相对较
差，在放置冠状窦及心室电极时仍需X线引导，
无法进行零射线射频消融，同时不能进行呼吸补
偿，以及配合电场来实现磁场电场双定位。
本研究提示，国产Columbus系统作为一种有
效的磁场导航系统，可安全应用在PSVT的标测
和消融中，整体手术成功率较高，有助于降低X
线曝光，手术时间与进口三维标测系统类似。相
信随着该系统硬件和软件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显
示其更多的临床使用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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