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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发性高度及完全房室传导阻滞的临床及电生理特点
宋洪勇1，殷召2，刘利峰2，毛帅2，赵蓓2，刘莉2，周莉2，夏会会2，王守力2
【摘要】目的 探讨阵发性高度及阵发性完全房室传导阻滞的临床特点及心脏电生理特点，明确
传导阻滞位置，指导起搏器植入治疗。方法 34例因阵发性高度及阵发性完全房室传导阻滞住院行起搏
器植入患者，根据心脏电生理检查结果，将其分为房室结阻滞组（16例）和希蒲传导系统阻滞组（18
例），比较两组的临床特点和电生理特点。结果 两组患者体表心电图PR间期无统计学差异，体表心
电图提示宽QRS波及合并束支传导阻滞者容易发生希蒲系统传导阻滞[（96.50±12.59）ms vs.（131.28±
30.18）ms，P＜0.001；12.5% vs. 83.33%，P=0.001]，2型糖尿病、合并瓣膜或瓣环钙化者更易发生希蒲
系统阻滞（0% vs. 38.9%，P＜0.05；12.5% vs. 83.33%，P=0.001）；同时希蒲系统阻滞在临床上常以晕厥
为首发症状（0% vs. 66.67%，P＜0.001）。结论 阵发性高度及阵发性完全房室传导阻滞者合并2型糖尿
病、束支传导阻滞及瓣膜或瓣环钙化时的阻滞点多位于希蒲系统，晕厥发生率更高；阵发性高度及阵发
性完全房室传导阻滞的患者，通过心脏电生理检查明确阻滞位置，及早起搏器植入治疗可避免晕厥甚至
猝死发生。
【关键词】阵发性高度房室传导阻滞；阵发性完全房室传导阻滞；心脏电生理检查；房室结；希蒲
系传导系统；起搏器
【中图分类号】R541.76
【文献标志码】A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clinic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roxysmal high degree and paroxysmal 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block
Huihui, Wang Shouli.

Song Hongyong*, Yin Zhao, Liu Lifeng, Mao Shuai, Zhao Bei, Liu Li, Zhou Li, Xia

Shandong Second Province General Hospital 250022 Jinan.

*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Lifeng, E-mail: liulf306@163.com; Wang Shouli, E-mail: wangsl.63@126.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roxysmal height and paroxysmal 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block, clarify the location of the conduction block,
and guide the pacemaker implantation treatment. Methods 34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acemaker implantation
due to paroxysmal high degree and paroxysmal 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block were divided into atrioventricular
node block group (16 cases) and His-Purkinje system block group (18 cas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 interval of the surface
electrocardiogram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surface electrocardiogram indicated that patients with
wide QRS and combined bundle branch block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hipposystemic block [(96.50±12.59) ms
vs. (131.28±30.18) ms, P<0.001; 12.5% vs. 83.33%, P=0.001], type 2 diabetes, combined with valve or annulus
calcification are more prone to hipposystemic block (0% vs. 38.9%, P<0.05; 12.5% vs. 83.33%, P=0.001); at the
same time, the hipposystemic block often has syncope as the first symptom in clinical practice (0% vs. 66.67%,
P<0.001).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paroxysmal high degree and paroxysmal 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block
combined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bundle branch block and calcification of valve or valve ring, the block
points we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His-Purkinje system, and the incidence of syncope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paroxysmal high degree and paroxysmal 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block,early pacemaker implantation can prevent
syncope and even sudden death by 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Key words] Paroxysmal high degree atrioventricular block; Paroxysmal 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block;
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Atrioventricular node; His-Purkinje system; Pacemaker

部分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及完全性房室传导阻
滞呈阵发性，由于其不可预测性，且常常无心脏
及静息心电图异常，尤其是无房室传导疾病的明
作者单位：1 250022 济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2 100101
北京,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解放军第306医院)心血管内科
共同通讯作者：刘利峰,E-mail:liulf306@163.com;
王守力,E-mail:wangsl.63@126.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1.01.22

确证据，常被忽视，导致晕厥等不良临床事件发
生，其发病、进展和转归的临床研究较少[1-4]。本
研究通过回顾我院近3年来因阵发性高度及阵发
性完全房室传导阻滞而植入永久性起搏器的患者
临床资料，探讨阵发性高度及阵发性完全房室传
导阻滞的临床特点、明确其阻滞部位，为该类心
律失常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临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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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自2016年1月至2019年7月于
解放军第306医院心内科因阵发性高度及阵发性
完全房室传导阻滞行永久双腔起搏器治疗的患者
34例，其中男性23例，女性11例。诊断依据病史
资料，特别是既往心电图、症状发作时心电图、
24 h动态心电图和/或心电监护。双腔起搏器植入
指征均符合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
心律学会（ACC/AHA/HRS）制定的起搏器植入
治疗指南 [5]。排除标准：年龄小于18周岁，合并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持续性房扑、房颤，持续性
室速，预期生存寿命小于1年，以及由可逆因素
导致的房室传导阻滞发作。
1.2 术前检查 术前详细追问病史、常规行体格检
查、胸部X线片或胸部CT、18导联心电图、动态
心电图、心脏彩超、血清电解质、心肌酶谱、N
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部分患者术前
行冠状动脉（冠脉）螺旋CT成像检查（CTA）或
冠脉造影检查明确有无器质性心脏病，除外可逆
性因素导致的心律失常，如急性冠脉综合征和血
清电解质紊乱。术前停抗心律失常药物至少5个
半衰期，停用阿司匹林、波立维等抗血小板药物
以及低分子肝素、华法林、新型口服抗凝药物，
如有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或心脏外疾病需
口服抗凝药物，术前可不停抗血小板药物或抗凝
药物。术前患者及家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1.3 手术过程
1.3.1 心脏电生理检查 局部麻醉下穿刺右或左侧
股静脉放置6F鞘管，应用四极标测电极导管进行
电生理标测，同时兼做临时起搏电极导管放置于
右心室心尖部。根据记录到的希氏束电图中低位
右心房电位（A）、希氏束电位（H）和心室电位
（V）的关系来判断阻滞部位；AH间期是指从希
氏束图A波的起点至H波的起点之间的间期，其代
表低位右心房的电激动经房室结传导到希氏束的
时间，正常AH间期为45~140 ms，＞140 ms为房
室结传导阻滞（包括AV间期中段，即A波后无H
波下传）；HV间期是指从希氏束电图的H波 起点
至心室的最早激动点（体表心电图QRS波的最早
起点或希氏束电图的V波起点），其代表希氏束
近端到心室肌除极前的心电传导时间，正常HV间
期为25~55 ms，＞55 ms为希蒲传导系统阻滞（包
括HV间期中断，即H波后无V波下传） [6]。如若
HV呈1:1传导关系且HV间期固定（25~55 ms），
AH间期＞140 ms或AH无固定关系，提示阻滞位
于房室结；如若AH呈1:1传导关系，且AH间期固
定（45~140 ms），HV间期＞55 ms、或HV无固定
关系、或记录到H波分裂，则提示阻滞位于希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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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系统。
1.3.2 永久起搏器植入 常规碘伏消毒双侧前胸部
皮肤，1%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常规穿刺左
或右侧腋静脉（穿刺不成功时则行腋静脉造影，
如腋静脉血管条件不佳则穿刺锁骨下静脉），
置入2根导引导丝至下腔静脉；以血管穿刺点为
中心横形切开皮肤约4~5 cm、电凝充分止血、钝
性分离至胸大肌筋膜，制作起搏器囊袋。分别
经导引导丝送入可撕开鞘管，分别植入Medtronic
5076/58螺旋电极至右心室中高位间隔部或植入
Medtronic 3830电极至左束支区域，植入Medtronic
4574/53被动电极至右心耳。测试电极感知、阈
值及阻抗满意后分别固定心房、心室电极，起搏
器脉冲发生器与心房、心室电极末端连接，将起
搏器置入起搏器囊袋中，消毒、逐层缝合皮下组
织、缝合囊袋。术后起搏器囊袋处弹力绷带加压
包扎或盐袋压迫6 h；术后即刻完善心电图及床
旁心包彩超检查。围术期应用一代头孢预防感
染（术前1 h及术后12~24 h）。出院前程控起搏
器、完善胸片检查，证实起搏器工作状态良好、
电极无脱位。起搏器参数的设置一般默认为出厂
设置。
1.4 术后随访及程控 起搏器植入术后1、3、6个月
于心内科门诊规律随访、行起搏器程控及心脏彩
超检查，此后至少1年随访一次，评价患者症状改
善及心功能情况，定期行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确定
有无心律失常发作情况。
1.5 术后药物治疗 根据患者基础疾病情况予以抗
血小板药物、抗凝药物、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
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
拮抗剂（ARB）、硝酸酯类、钙离子通道拮抗剂
（CCB）。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
示，两组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基本资料 34例阵发性高度及阵发性完全
房室传导阻滞患者，其中男性23例（67.6%），
女性11例（32.4%），年龄40~90岁，平均年龄
（75.76±12.38）岁。冠心病病史10例，高血压
病史21例，糖尿病病史7例，心脏彩超、胸部CT
和/冠脉CTA证实存在瓣膜钙化24例。主要临床症
状：晕厥12例，黑曚6例，头晕8例，乏力8例。
具体临床资料详见表1。
2.2 心电图及电生理检查结果 通过回顾既往心电
图资料，记录术前PR间期及QRS波群宽度，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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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患者就诊时表现为三度，未收集到既往PR间
期心电图资料。17例（50%）患者合并束支传导
阻滞。所有患者经右/左股静脉入路放置四极标
测电极导管标记希氏束电图，完成标测后放置至
右心室心尖部作为临时起搏电极导管。电生理检
查中5例患者记录到AH呈固定传导，但HV无固定
关系，考虑希蒲系统传导阻滞；1例患者AH无固
定传导关系，HV呈固定传导，考虑房室结传导
阻滞；另有2例患者AV无固定关系，未记录到明
确H电位，考虑房室结传导阻滞。其余患者均可
记录到明确AH、HV间期，其中4例患者存在房室
结及希蒲系统传导障碍，但以AH延长明显，并
且可记录到AH分离，考虑此次引起房室传导阻
滞部位为房室结。
根据电生理检查结果，将34例患者分为房
表1 患者临床基本资料（ x ±s）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冠心病（n，%）
高血压（n，%）
2型糖尿病（n，%）
瓣膜或瓣环钙化（n，%）
临床症状
晕厥（n，%）
黑曚（n，%）
头晕（n，%）
乏力
心功能分级（NYHA）（n，%）
Ⅰ级
Ⅱ级
Ⅲ级
LVEF（%）

数量（n=34）
75.76±12.38
23（67.6）
10（29.4）
21（61.8）
7（0.6）
24（70.6）
12（35.3）
6（17.6）
8（23.5）
8（23.5）
31（91.2）
1（2.9）
2（5.9）
62.53±7.927

注：NYHA：纽约心脏协会；LVEF：左室射血分数

室结阻滞组（16例，47.1%）和希蒲系统阻滞组
（18例，52.9%）。两组患者在体表心电图PR
间期无统计学差异（P=0.432），体表心电图提
示宽QRS及合并束支传导阻滞者容易发生希蒲
系统传导阻滞（P＜0.05），2型糖尿病、合并
瓣膜或瓣环钙化者更易发生希蒲系统阻滞（P
＜0.05）；同时希蒲系统阻滞在临床上常常以晕
厥为首发症状（P＜0.05）。具体见表2。
2.3 随访及结果 平均随访（18.88±13.51）月，
无晕厥、黑曚、头晕及乏力等临床症状发生。
3 讨论及结论
房室传导阻滞（AVB）是指心脏的电激动在
传导过程中发生在心房、心室间的电激动传导异
常，当房室结未处于不应期时心房激动向心室传
导延迟或完全不能下传至心室的一种心律失常，
会影响心脏的正常收缩和泵血，继而出现相应的
临床表现 [7]。阵发性完全房室传导阻滞，是指心
房激动间歇性不能下传至心室，继而心房、心室
由各自独立的起搏点控制。阵发性高度房室传导
阻滞是间断性发作，间歇性出现，可以从正常的
1:1房室传导突然地、不可预测地转变为高度房室
传导阻滞，并伴随心脏停博出现 [8]。该类患者发
生晕厥和/或猝死的风险较高，是一种危及患者
生命的缓慢型心律失常，是永久性起搏器植入的
Ⅰ类适应症[9-11]。
本组均为阵发性高度及阵发性完全房室传导
阻滞患者，电生理检查提示阻滞点位于希蒲系统
者由于其阻滞位置更低，心室率偏慢，患者血流
动力学改变也更严重，临床症状多表现为晕厥甚
至发生心脏性猝死；而位于房室结者因其阻滞位

表2 房室结阻滞组和希蒲系阻滞组比较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PR间期（mms）
QRS宽度（ms）
一度AVB（n，%）
二度Ⅱ型AVB（n，%）
一度+二度Ⅰ型AVB（n，%）
一度+二度Ⅱ型AVB（n，%）
一度+二度Ⅰ及Ⅱ型AVB（n，%）
AH间期（ms）
HV间期（ms）
合并束支阻滞（n，%）
瓣膜或瓣环钙化（n，%）
冠心病（n，%）
高血压（n，%）
2型糖尿病（n，%）
临床症状
晕厥（n，%）
黑曚（n，%）
头晕（n，%）
乏力（n，%）
注：AVB：房室传导阻滞

房室结阻滞组（n=16）
76.13±13.331
10（62.5）
237.88±106.22
96.50±12.59
2（12.5）
4（25.0）
5（31.3）
3（18.8）
2（12.5）
222.00±73.76
55.17±8.41
2（12.5）
8（50）
2（12.5）
10（62.5）
0（0）

希蒲系统阻滞组（n=18）
75.44±11.88
13（72.22）
215.12±41.32
131.28±30.18
4（22.2）
5（27.8）
1（5.6）
3（16.7）
0（0）
96.67±19.14
113.54±45.42
15（83.33）
16（88.89）
8（44.4）
11（61.1）
7（38.9）

P值
0.876
0.717
0.432
＜0.001
0.660
1.000
0.078
1.000
0.214
＜0.001
0.001
0.001
0.023
0.063
1.000
0.008

0（0）
2（12.5）
6（37.5）
8（50）

12（66.67）
4（22.2）
2（11.11）
0（0）

＜0.001
0.660
0.11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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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较高，心室率相对较快，不易发生晕厥现象，
在临床上常表现为因心动过缓导致的乏力为主。
通过对比房室结传导与希蒲系统传导障碍两
组患者，两组在发病年龄、性别及冠心病、高血
压等基础疾病方面无明显差异。在希蒲系统传
导障碍的患者中，2型糖尿病、合并束支传导阻
滞、瓣膜或瓣环钙化均有更高比例，两组存在显
著统计学差异（P＜0.05）。
既往文献指出，当PR间期＞300 ms时，甚
至＞400 ms时高度提示阻滞部位位于房室结；反
之，当一度AVB时阻滞部位位于希蒲系统时，PR
间期很少大于280 ms[6]。本组资料中阻滞位于房
室结组PR间期长于阻滞位于希蒲系统组，但两组
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因此通过体表心电图一度
或二度Ⅱ型AVB难以准确判断房室传导阻滞部位
（P＞0.05），虽二度Ⅰ型AVB提示阻滞点位于
希蒲系（P＜0.05），但考虑本研究样本量少，
影响结果判断。但当体表心电图伴有宽QRS波，
即合并束支传导阻滞时，提示阻滞位于希蒲系，
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既往回顾性分析研究发现，在阵发性房室传
导阻滞患者中，约72%的患者合并存在束支或分
支传导阻滞[12]，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相符。既往研
究表明，在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中，表现呈阵
发性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者为希氏束-浦肯野纤
维系统传导障碍，电生理检查可明确的证实希氏
束-浦肯野传导系统的异常[13]。但也有研究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阵发性高度房室传导阻滞的电生理
检查均为阳性。Ivo等对电生理检查阴性的159例
晕厥合并束支传导阻滞的患者进行皮下心电时间
记录仪植入，平均随访（27.9±10.8）月，发现仍
有24.8%的患者需植入起搏器，HV≥60 ms同时合
并分支传导阻滞预示着电生理检查阴性的高度房
室传导阻滞患者需植入起搏器治疗[14]。当合并束
支传导阻滞时，高度提示存在希蒲系传导系统病
变，此时应明确其阻滞的部位，尤其合并临床症
状的患者，有必要进一步的电生理检查。
本研究中多为老年患者，2型糖尿病、瓣膜
或瓣环钙化患者更易出现希蒲系传导阻滞。在心
脏解剖中有一个重要的结构，称为心脏纤维骨
骼，它是心肌和瓣膜附着的纤维性支架，包括左
纤维三角、右纤维三角和瓣膜附着的纤维环。右
纤维三角连同室间隔膜部一起构成中心纤维体，
房室传导系统的希氏束穿过此重要结构。由于心
脏纤维骨架血供较差，承受压力较大，易发生硬
化、钙化，而心脏传导系统穿过其中或与其相
近，硬化和钙化组织压迫或浸及传导阻滞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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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蒲系统传导障碍，在临床上称之为Lev氏病[15]。
Marchandise等对304例主动脉瓣膜病进行了外科
选择研究，发现传导障碍的发生率高（主动脉狭
窄占16%，主动脉反流占18.4%）；传导障碍的发
生率随年龄、瓣膜钙化、左室肥厚伴应变型、心
力衰竭和冠心病的增加而增加[16,17]。另有研究证
实，无论年龄、性别或相关情况，二尖瓣环钙化
患者的传导缺陷发生率均增加，但需长期随访研
究来确定这种传导缺陷是如何发生和进展的；二
尖瓣环钙化的患者，如果在表面心电图上没有传
导缺陷，可能需要更密切的观察，尤其是在有症
状时，应考虑对传导系统进行动态监测和/或电生
理检查[18]。临床研究发现高龄2型糖尿病患者心脏
瓣膜钙化发生率更高，且与血清C肽浓度有一定
关系[19,20]，导致2型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脏纤
维骨架钙化，继而更易发生希蒲系统阻滞。
因此，阵发性高度及阵发性完全房室传导阻
滞者合并2型糖尿病、束支传导阻滞及瓣膜或瓣
环钙化时的阻滞点多位于希蒲系统，将来发生完
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概率更高，晕厥甚至猝死风险
高。对于该部分患者，通过早期电生理检查可明
确传导阻滞位置，及早起搏器植入治疗可避免晕
厥甚至猝死发生。由于本组资料样本量小，随访
时间短，肯定的结论有待更多的研究证实。由于
标测电极间距为10 mm，不能更加准确及清晰标
测希氏束电位，可能导致部分病例记录不到希氏
束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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