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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高度心房间传导阻滞对预测复发的价值
龚杨1,2,3，徐敏1,2,3，黄鹤1,2,3
【摘要】目的 探讨高度心房间传导阻滞（a-IAB）与心房颤动（房颤）经导管射频消融术后复发
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7年至2018年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首次行经导管射频消融术的206
例房颤患者。根据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复发组（n=62）和未复发组（n=144）。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临
床资料及生化检验结果等。结果 在本研究中，阵发性房颤138例（67%），持续性房颤68例（33%）。
复发组与未复发组患者相比，房颤病程更长[（49.3±28.3） vs.（39.5±26.8），P=0.019]，P波间期更
长[（113.5±14.2） vs.（108.8±14.0），P=0.026]；左心房直径更大[（42.0±4.8） vs.（39.0±4.6），P
＜0.001]，a-IAB所占比例更高[24（38.7%） vs. 20（14%），P＜0.001]。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a-IAB [3.519（1.175~10.537），P=0.025]，左心房直径[1.138（1.056~1.2226），P=0.001]为房颤复发
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经导管射频消融术后房颤的复发与a-IAB密切相关，a-IAB和左心房直径能够独
立预测术后房颤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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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dvanced interatrial block (a-IAB) and relapse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F) after 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RFCA). Methods AF patients (n=206) with RFCA
for the first time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in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from 2017 to
2018.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follow-up results, into relapse group (n=62) and non-relapse group
(n=144). The general data and biochemical test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138
cases (67%) of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PAF) and 68 (33%) of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PeAF). Compared
with non-relapse group, in relapse group AF course was longer [(49.3±28.3) vs. (39.5±26.8), P=0.019], P-wave
interval was longer [(113.5±14.2) vs. (108.8±14.0), P=0.026], left atrial diameter (LAD) was longer [(42.0±4.8)
vs. (39.0±4.6), P<0.001], and percentage of a-IAB cases was higher [24 (38.7%) vs. 20 (14%), P<0.001]. The
results of multi-factor Log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IAB [3.519 (1.175~10.537), P=0.025] and LAD
[1.138 (1.056~1.2226), P=0.001]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AF relapse. Conclusion The relapse of AF after
RFCA is closely correlated to a-IAB, and a-IAB and LAD can independently predict AF relapse after RFCA.
[Key words] Advanced interatrial block; Atrial fibrillation; 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Relapse

心房颤动（房颤，AF）是临床上最常见的
心律失常之一，严重危害着公共健康，其在老年
人群中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不断上升，并与心血管
事件和死亡风险的升高有关。近年来，多个大样
本、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结果均表明导管消融
对于房颤在维持窦性心律、减少房颤负荷、改善
症状和运动耐量、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均明显
优于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 [1,2] ，然而房颤消融术
后10%~40%的复发率仍是术后的主要问题[3]，因
此，寻找有效的预测房颤复发指标，辨别房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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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易复发的高危人群有重要临床意义。心房
间传导阻滞（IAB）是由左右心房传导延迟引起
的，在体表心电图上表现为P波间期≥120 ms。
根据P波形态，IAB可分为部分型心房间传导阻
滞（p-IAB）和高度心房间传导阻滞（a-IAB）。
p-IAB定义为P＜120 ms，在下壁导联（Ⅱ、Ⅲ、
aVF）中P波无双向波形；a-IAB定义为P≥120 ms，
同时下壁导联P波呈双向形态[4]。近年来有研究表
明，a-IAB与房颤药物复律后和房颤电复律后房
颤的复发有密切关系，同时与Chagas心肌病及冠
状动脉（冠脉）疾病等患者的房颤发生存在显著
联系，在这些研究中，凡是具有a-IAB的患者，
房颤的发生及复发率都显著较高 [5-10]。本次研究
旨在探讨a-IAB是否能够预测房颤射频消融术后
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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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至2018年于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房颤患者。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术前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并为首次行房
颤射频消融术，年龄18~75岁。排除标准：既往接
受过射频消融治疗的心房颤动患者，近3个月内
行冠脉介入术或冠脉搭桥术、电解质紊乱、严重
心力衰竭、未控制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病态窦房
结综合征、房室传导阻滞、严重的瓣膜病变、先
天性心脏病史、凝血功能障碍、肺部疾病、严重
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入院时记录患者的基线人口
学特征、既往史、用药史。所有患者均于术前在
窦性心律时记录标准12导联心电图（25 mm/s，10
mm/mV）。采用半自动数字卡尺对12条导联进行
盲测，获得最长的持续时间。IAB可分为部分型和
高度型。部分IAB定义为：下壁导联中P波时限≥
120 ms，且无双向波形；高度IAB定义为下壁导联
P波时限≥120 ms，并存在双向波形。所有房颤患
者术前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排除心脏异常结构，
及经食道超声心电图排除心房血栓。
1.2 手术方法 CARTO三维系统指导下重建左房
及肺静脉解剖模型，送入消融导管至左心房，
依次对左、右侧肺静脉行环形线性消融，消融后
双侧肺静脉达到电隔离，对于持续性房颤患者
还增加对左房顶部及二尖瓣峡部的消融线，直
至消融后反复电刺激房颤不能诱发。对于术后未
转成窦性心律者，则行心脏双向同步直流电复律
（100~200 J）。
1.3 随访 所有患者术后均随访1年，术后前3个
月每月随访一次，于术后第3、6、12个月门诊随
访，行12导联心电图及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若
患者在随访期间出现心慌、胸闷等不适，则立即
就诊。房颤复发的定义为：房颤导管消融术后3
个月后仍有持续≥30 s的快速房性心律失常（房
颤、房扑、房性心动过速）即为房颤晚期复发；
而房颤导管消融术后3个月内出现的房性心律失
常则视为早期复发。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
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偏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计数资料以构成比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 精确概率法。
通过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来确定房颤复发的
危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房颤患者临床基线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纳
入206例房颤患者，其中阵发性房颤13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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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持续性房颤68例（33%），平均年龄
（62.6±9.8）岁，男性137例（66.5%），平均
P波间期为（110.3±14.2）ms，高度IAB占44例
（21.3%）。
本研究随访期间，共62例（30.1%）射频消
融术后患者复发房颤，其中阵发性房颤射频消融
术后的复发率为23.9%（33/138），持续性房颤
射频消融术后的复发率为42.6%（29/68）。复发
组与未复发组患者相比，房颤病程更长[（49.3
±28.3） vs. （39.5±26.8），P=0.019]，P波间
期更长[（113.5±14.2） vs. （108.8±14.0），
P=0.026]，左心房直径更大[（42.0±4.8） vs.
（39.0±4.6），P＜0.001]，a-IAB所占比例更高
[24（38.7%）vs. 20（14%），P＜0.001]。两组患
者在性别、年龄、收缩压、冠心病、高血压、高
脂血症、脑梗塞、吸烟史、饮酒史、用药情况、
Na、Cr、Tch、TG及LVEF等指标间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表1）。
2.2 射频消融术后房颤复发的危险因素 多因素
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结果：对患者的年龄、房颤
病程、左心房直径、P波间期，a-IAB纳入多因素
回归分析发现，a-IAB[3.519（1.175~10.537），
P=0.025]，左心房直径[1.138（1.056~1.2226），
P=0.001]为射频消融术后房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
素（表2）。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x ±s）
变量

总数
（n=206）
男性（n，%）
137（66.5）
年龄（岁）
62.6±9.8
房颤病程
2.4±27.5
收缩压（mmHg）
127±17
既往史
冠心病（n，%） 45（21.8）
糖尿病（n，%） 28（13.6）
高血压（n，%） 102（49.5）
高脂血症（n，%） 60（29.1）
脑梗塞（n，%） 25（12.1）
吸烟史（n，%） 32（15.5）
饮酒史（n，%） 23（11.2）
ACEI/ARB（n，%） 95（46.1）
倍他乐克（n，%） 99（48.1）
钙通道阻滞剂
51（24.8）
Na（mmol/L）
140±3
Cr（umol/L）
77±19
TC（mmol/L）
4.31±0.95
TG（mmol/L）
1.67±1.18
LAD（mm）
40.1±5.2
LVEF（%）
57.3±3.2
P波间期（ms）
110.3±14.2
a-IAB（n，%）
44（21.3）

复发
（n=62）
38（61.3）
62.8±10.5
49.3±28.3
128±19
14（22.6）
10（16.1）
35（56.5）
13（21）
7（11.3）
9（14.5）
6（9.7）
29（46.8）
35（56.5）
21（33.9）
141±2
76±16
4.23±1.00
1.61±1.55
42.0±4.8
56.8±3.2
113.5±14.2
24（38.7）

未复发
（n=144）
99（68.8）
60.2±9.5
39.5±26.8
126±16
31（21.5）
18（12.5）
67（46.5）
47（32.6）
18（12.5）
23（16）
17（11.8）
66（45.8）
64（44.4）
30（20.8）
138±4
77±20
4.34±0.92
1.69±1.00
39.0±4.6
57.5±3.1
108.8±14.0
20（14）

P
0.335
0.089
0.019
0.370
0.856
0.510
0.225
0.098
1.000
1.000
0.282
1.000
0.130
0.054
0.510
0.651
0.430
0.668
＜0.001
0.171
0.026
＜0.001

注：ACEI/ARB：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
阻滞剂；Na：钠；Cr：肌酐；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
LAD：左心房直径；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a-IAB：高度心房间
传导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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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变量
年龄
病程
左房内径
P波间期
a-IAB

B
0.032
0.009
0.129
-0.01
1.258

SE
0.018
0.006
0.038
0.016
0.56

Waldχ2
3.116
2.318
11.506
0.353
5.055

OR（95%CI）
1.044（1.004~1.085）
1.176（1.039~1.332）
1.134（1.056~1.218）
0.985（0.950~1.022）
3.372（1.084~10.493）

P值
0.078
0.128
0.001
0.553
0.025

注：a-IAB：高度心房间传导阻滞

3 讨论
心房颤动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室上性心律失
常，其不规则的心脏节律给人体带来较高的卒中
风险，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严重者甚至导致患者
死亡。近年来，经导管射频消融术已成为治疗房
颤的重要手段，尽管该技术展现出较好的治疗前
景，但仍存在一部分患者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
因此，寻找有效的房颤复发预测指标对于患者
术后的预后有着重要意义[11]。本研究中，阵发性
房颤的复发率为23.9%，持续性房颤的复发率为
42.6%，与之前研究结果一致[3]。我们发现，具有
a-IAB患者的房颤复发率显著较高，a-IAB和左心
房直径为房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能够独立预
测房颤术后的复发。
左心房扩大与IAB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 ，虽
然IAB在心电图上主要表现为P波间期的延长，
然而，左心房扩大的房颤患者，由于心房间传
导距离增加，会导致心房间传导时间延迟，但
此种情况下，并未发生心房间传导阻滞，其次
a-IAB在心电图上的表现除了P波间期的延长之
外，P波还呈现出双向形态，易于与左心房扩大
心电图区别。有研究表明，心房间的传导主要
发生在巴赫曼束，部分患者可通过卵圆窝完成
双房之间的传导，极少数情况下发生在冠状窦
水平[12,13]。巴赫曼束是左右心房间的主要传导路
径，巴赫曼束的损害可能是IAB产生的病理生理
基础，Waldo等对犬的实验也表明，巴赫曼束的
破坏能够导致IAB的产生[14]。IAB发生的特殊解剖
位置决定了其与房颤间有着密切关系。已有多个
研究证实IAB与心房颤动的发生有着重要联系。
在Cinier等[6]的研究中，198例急性ST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STEMI）患者在随访期间，IAB组患者
的心房颤动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IAB与
房颤的发生存在明显关联，这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Bryce等通过对322例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NSTEMI）患者的研究也发现，a-IAB是房颤
发生的危险因素，能够独立预测房颤的发生[10]。
Bayés等通过对464例心衰患者随访发现，a-IAB
能独立预测患者缺血性脑卒中和房颤的发生 [9]。
Wu等[15]研究结果也表明，a-IAB能够独立预测房
颤射频消融术后的复发，除此之外，该研究也发
现左心房直径也是房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这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与本研究不同的
是，该研究只纳入了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不仅
如此，还有研究者认为，a-IAB是心房颤动的前
期状态，为房颤发生的一个过渡状态[16]。目前得
知，a-IAB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左右心房之间的活
动不同步，从而影响心房间的心电活动，心房间
的心电活动异质性会导致左心房的电机械功能受
损，房间活动不同步化，最终导致房颤易感性增
加，同时，左心房收缩功能的减退也可使血流速
度减慢，进一步诱发血栓形成和栓塞[7,9,17]。也有
研究者认为，a-IAB是通过影响心房的收缩和舒
张活动，间接影响二尖瓣的开放和关闭导致左心
房压力升高，引起左心房扩张，而左心房扩张与
房颤的复发存在密切关系[16]。
目前认为IAB的产生有多种病因，心房纤维
化被认为是IAB产生的重要的机制之一 [9,16] 。在
Cinier等研究中，STEMI患者经过心肌缺血再灌
后，IAB的检出率显著下降，表明冠脉粥样硬化
和心肌缺血也与IAB的产生也有着密切关系[6]；除
此之外，心肌退行性变化也是IAB产生的重要原
因[16,18]，心肌退行性变化，心肌纤维化和冠脉粥
样硬化也与人口老龄化有关，表明老年患者更易
出现IAB。
本研究的局限性：对于无症状房颤，我们缺
乏一定的检出手段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同
时，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样本量不大，未来需
要大样本、多中心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综上所述，尽管a-IAB与房颤射频消融术后
复发的内在机制尚未被完全阐明，但本研究证明
a-IAB是房颤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能
够独立预测房颤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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