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11月第12卷第11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November,2020,Vol.12,No.11
•

指南解读

•

1281 •

•

2020年美国心脏协会药物性心律失常科学声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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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常用药物可能导致或加重不同类型的心律失

通过激活儿茶酚胺能受体发挥作用，导致β受体兴奋、心

常，包括缓慢性心律失常、心房颤动/心房扑动、房性心

房有效不应期缩短、环磷酸腺苷（cAMP）、细胞内钙超

动过速、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单形性室性心动过速和

载、心房自律性升高和肺静脉异位除极。腺苷缩短心房有

Brugada综合征。

效不应期，促进肺静脉异位除极。

本文主要对最新发表的2020年美国心脏协会（AHA）

2.2 房性心动过速 房性心动过速（AT）发生机制包括自律

药物性心律失常科学声明进行解读。

性增强、触发活动或微折返。AT可以是局灶性、起源于某

1 药物性缓慢性心律失常

一心房部位，P波为单一形态，也可能起源于多个心房部

缓慢性心律失常分为窦房结功能障碍和房室阻滞。
抑制窦房结功能的药物可导致窦性心动过缓（心率＜60次
/min）、窦性停搏或窦性静止。当通过房室结和希氏-浦肯
野系统的冲动传导受到抑制或房室结不应期延长时，就会
发生房室阻滞。交感神经系统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或
副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剂（新斯的明、吡啶斯的明）可以抑
制窦房结自律性。部分可能导致或加重窦性心动过缓或房
室阻滞的药物见表1。
表1 可能导致或加重窦性心动过缓或房室阻滞的药物列表
药物类别
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
麻醉剂
抗心律失常药
抗癌药
抗抑郁药
降压药
强心药
1-磷酸鞘氨醇受体调节剂
抗血小板药

药物
多奈哌齐、新斯的明、毒扁豆碱、吡啶斯的明
布比卡因、丙泊酚
腺苷、胺碘酮、达舒平、决奈达隆、氟卡尼等
沙利度胺
西酞普兰、依他普仑、氟西汀
可乐定、β受体阻滞剂、地尔硫卓、维拉帕米
地高辛
芬戈莫德
双嘧达莫

2 药物性室上性心律失常

分，P波呈不同形态。
可导致AT的药物包括儿茶酚胺兴奋剂，如β受体激动
剂或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血清茶碱浓度高于20 μg/ml时AT
（包括多源性AT）风险增加。地高辛中毒可导致阵发性房
室阻滞。
2.3 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 人群中室上性心动过速的总
患病率为2.29/千人，其中约60%为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
（AVNRT）。药物导致的AVNRT病例比例不详。据报道可
触发AVNRT的药物包括兴奋剂（咖啡因等）、支气管扩张
剂（沙丁胺醇、茶碱等）、袢利尿剂、皮质类固醇等，其
中一些药物如茶碱已不再广泛使用，而咖啡因等仍被广泛
使用。
3 药物性室性心律失常
3.1 单形性室性心动过速 单形室性心动过速（单形VT）可
以是特发性的，但常发生在潜在结构性心脏病患者中，偶
尔由药物诱发，机制包括激活或抑制心肌钠通道、细胞内
钙超载、刺激心肌β2受体和诱导冠状动脉（冠脉）缺血。
Ⅰc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如氟卡胺、普罗帕酮）可通
过有效抑制钠通道增加患者VT的死亡率。细胞内钙超载发

2.1 心房颤动（房颤）/心房扑动（房扑） 部分可能诱发

生在地高辛（Na + -K + -ATP泵抑制剂）和茶碱（磷酸二酯

或加重房颤/房扑（AF/AFL）的药物见表2，包括心血管药

酶抑制剂）中毒的患者，导致后除极和心室异位（触发活

物、酒精、兴奋剂、抗肿瘤药物和免疫调节剂等。

动），从而导致室性心动过速。其他机制还包括与腺苷和

药物诱发房颤的机制因不同药物而不同。许多兴奋剂
表2 可能诱发或加重心房颤动/心房扑动（AF/AFL）的药物列表
药物类别
抗心律失常药物
抗肿瘤药物
抗炎药物
抗血小板药物
抗精神病药物
支气管扩张剂
含儿茶酚胺药物
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
鸦片样物质
1

药物名称
腺苷、胺碘酮、氟卡尼、普罗帕酮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蒽环类药物、烷化剂等
双氯芬酸、COX-2抑制剂、皮质类固醇
替格瑞洛
氯丙嗪、氯氮平、奥氮平、利培酮、奎硫平等
沙丁胺醇、特布他林、茶碱、异丙托溴铵气雾剂等
多巴酚丁胺、多巴胺、肾上腺素
酒精
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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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生丁相关的冠脉窃血；以及药物引起的冠脉血管痉挛、
心肌炎或心肌病而继发心律失常。
3.2 Brugada综合征 药物诱导的Brugada综合征是指虽然可
能存在遗传背景，治疗前心电图正常，使用某些药物后出
现Brugada心电图形态。药物性Brugada综合征可解释为影响
心室钠电流（最常见）、钾电流或钙电流。可导致Brugada
综合征的药物包括抗心律失常药（普鲁卡因胺、普罗帕酮
等）、三环类抗抑郁药、镇痛药（丙泊酚等）及其他（如
酒精、可卡因、克塞平）等。
3.3 尖端扭转性室性心动过速 尖端扭转性室性心动过速
（TdP）可能是遗传的（先天性长QT综合征），也可能是
获得性的，药物因素最常见。目前，仍有200多种药物可能
诱发TdP，其中包括麻醉剂（丙泊酚等）、抗生素（阿奇霉
素、环丙沙星、克拉霉素等）、抗肿瘤药（三氧化二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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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沙利铂等）、抗精神病药（氯丙嗪、舒必利等）、抗疟

（扑米酮、拉莫三嗪、苯妥英和鲁非酰胺）、洋地黄苷、

药（氯喹等）、阿片激动剂（美沙酮等）。

Ⅰb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利多卡因、美西律）和钾通道调节

药物引起TdP主要是通过抑制延迟整流钾电流（Ikr）的
快速成分，导致动作电位时程延长，并增加对早期后除极

剂，如吡那地尔、左克罗卡林和尼可地尔。
5 总结

的敏感性，通过2相折返触发TdP。多非替德、伊布利特、
d-索他洛尔、硫唑嗪和红霉素等药物通过增加晚期电流
（INa-L）延长心室动作电位时程，其中，部分药物作用可能
与对磷脂酰肌醇3-激酶途径的影响有关。
用于治疗新型冠状肺炎（新冠肺炎）的羟氯喹或氯喹
相关TdP具体发生率尚不清楚，但已有报道称羟氯喹联合阿
奇霉素治疗新冠肺炎可能导致TdP风险增加。此外，其他建
议用于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药物，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可能延长QT间期，增加TdP风险。

某些药物导致心律失常的机制明确，但另一些药物导
致心律失常的机制还不清楚。一些药物性心律失常已明确
其危险因素。控制危险因素对于降低药物性心律失常风险
十分重要。对于无法控制危险因素但需应用可能导致心律
失常药物的患者，应加强心电图和其他监测手段的使用，
有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药物性心律失常的处理包括：停
用致心律失常药物和按照特定指南治疗。如药物过量，可
能需特异性解毒方案。对临床医生来说，认识致心律失常
药物和药物性心律失常至关重要。

4 QT间期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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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颤射频消融是否可作为首选治疗方案
心房颤动（房颤）治疗的重要原则包括抗凝治疗、

久性）、症状严重程度、有无结构性心脏病、患者自身意愿

节律控制和室率控制。如达到了抗凝指征，无明显禁忌，

等。将房颤射频消融作为首选方案更为适合的患者包括：①

抗凝治疗则必不可少；室率控制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增

反复发作、有症状的阵发性房颤患者。房颤发作持续时间

加活动耐量；节律控制是尝试恢复并且维持窦性心律。其

＜7 d，房颤发作时症状明显，如心慌、乏力、憋气等，严重

中，节律控制的方法包括在适当抗凝基础上行电复律、抗

影响生活质量，且反复出现。②有症状的持续性房颤患者，

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射频消融治疗等。

症状明显。③伴心衰、肥厚型心肌病、年龄＞75岁的房颤患

多数患者开始出现为阵发性房颤，随时间推移将导致

者，在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前可考虑行导管消融。④对于职

心房不可逆的电重构与结构重构，变成持续性房颤，早期

业运动员，考虑到药物治疗对运动水平的影响也可首选射频

进行节律控制可有益于阻止房颤的进展。临床研究证据表

消融治疗。不难看出，很多房颤患者都可以考虑把射频消融

明，射频导管消融控制节律优于目前的抗心律失常药物治

治疗作为节律控制的首选方案。目前相关技术成熟，手术风

疗。来看两个重要的研究证据：

险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0.5%。当然最终治疗方式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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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AAFT-2研究 共纳入127例从未接受治疗的阵发

临床医生综合评估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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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房颤的类型（阵发性、持续性、长程持续性、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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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月。结果发现，射频消融治疗组复发率显著低于药物
治疗组。
（2）MANTRA-PAF研究[2]在2年内随访了245例房颤患
者（接受导管消融治疗125例，接受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120
例），结果显示，导管消融组未发生房颤及症状性房颤的
患者多于药物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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