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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6]发现宽QRS波心衰患者植入CRT-D与CRT-P组全因死亡
率不差异，但亚组分析发现＜59岁组患者植入ICD死亡率可

[3]

降低50%，但随年龄增长，心衰因素或其他合并症，老年患
者全因死亡率并无明显降低，需更多临床实验对比CRT-D与
CRT-P的获益[7]。该病例为典型的CRT超反应病例，多方面指

[4]

标均提示其预后良好，随访6年已证实为CRT超反应，心功能
明显改善，后续若CRT电池耗竭后应更换起搏器后继续CRT
治疗。目前心力衰竭器械治疗手段日渐增多，但因个体差异
疗效不一，严格把握适应症、综合患者整体情况，选择最有

[5]
[6]

效的治疗措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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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隔缺损钩形R波伴胸导异常q波误诊急性心肌梗死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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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窦性心律，不完全右束支传导阻滞，下壁导联钩形R波，左

患者男性，48岁，因“间断活动后气短30 d，加重1 d”

房增大，前壁导联异常q波，ST-T改变，结合查体及外院心

于2019-8-21就诊当地医院，行心脏彩超示：右心、左房增

脏彩超结果，临床诊断：①先天性心脏病？②心功能不全 心

大，三尖瓣中量返流，肺动脉高压，室壁运动减弱，左室

功能Ⅲ级；③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高血压急症；④肺动

收缩功能减低，未予特殊治疗，于8-27转入我科。患者高

脉高压。建议动态复查心电图及心梗标志物。化验回报示血

血压病史5年，血压控制欠佳，长期吸烟史多年，父因脑梗

常规、生化大致正常，超敏肌钙蛋白（cTnI）0.05 ng/ml（正

死去世。查体：T 36.6℃，P 76 次/min，呼吸19 次/min，血

常值0.00~0.05 ng/ml），B型脑钠肽（BNP）1396.60 pg/ml，

压180/110 mmHg（1 mmHg=0.133 kPa），轻度气紧貌，神

D-二聚体231 ng/ml，后肌钙蛋白降至正常值，心电图未见

清，唇红，颈静脉无充盈，双肺呼吸音清，双下肺可闻及

动态改变，不符合急性心肌梗死演变规律。再次完善心脏超

少量湿啰音，心率76 次/min，律齐，胸骨左缘第二肋间可

声结果示：房间隔缺损（继发孔型，缺损面积25 mm），左

闻及Ⅱ级喷射样收缩期杂音，第2心音亢进伴固定分裂，肝

房、右房、右室增大，重度肺动脉压力增高，予以降压、纠

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无水肿。床旁12导联心电图（图1）

正心功能不全对症治疗，症状明显好转。考虑患者并存多种

示：窦性心律，心率89 次/min；Ⅱ导联P波呈双峰状“二尖

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胸前导联异常q波及多导联缺血样ST-T

瓣型P波”，后峰＞前锋，波峰间距＞40 ms，P波振幅0.18

改变，完善相关检查明确冠状动脉（冠脉）病变。冠脉CTA

mV，时限106 ms，V 1导联P波呈正负双向，负向部分深达

示：左前降支（LAD）、右冠（RCA）近端钙化斑块形成，

0.20 mV，时限0.08 s，PtfV1=0.016 mVs；Ⅱ、Ⅲ、aVF导联

伴轻度狭窄。患者于2019-8-31行房间隔缺损封堵术，术后

R波不同部位存在切迹；V 1呈qR型，时限为117 ms，V 2和

返回病房即刻复查心电图（图2）：窦性心律，下壁导联钩

V4呈qRs型，V3呈qrS型，Ⅰ、V5导联呈RS型，S波宽顿，时

型R波切迹程度明显减轻甚至部分导联消失，V1导联PtfV1正

限为60 ms，RaVR=0.4 mV，RV1=0.80 mV，SV5=1.40 mV，

常，V2导联P波高尖0.45 mV，提示右房增大。术后2 d复查心

RV1+SV5=2.20 mV，胸前导联R波逆递增，V1导联ST段弓背

脏彩超示：左房内径正常上限，右房较前明显减小，房间隔

上抬0.05 mV，V1、V2导联T波倒置，前侧壁及下壁导联ST段

中部封堵器位置良好，房水平未见分流，无肺动脉高压。加

下移约0.125~0.075 mV，前侧壁、高侧壁导联T波低平，顺钟

用药物治疗好转后出院，院外心脏彩超随访结果见表1，各

向转位，P波电轴+57°，qrs波电轴+99°；PR间期0.15 ms，

指标逐渐恢复正常，患者无特殊不适。

QTc为471 ms。考虑急性前壁心肌梗死可能性大，予以绝对

2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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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隔缺损（ASD）是最常见的成人先天性心脏病，约
占20%~30%，女性多于男性。常分为原发孔型缺损和继发
孔型缺损（单纯房间隔缺损），相比前者，后者不易合并二
尖瓣与三尖瓣发育不良，其中又以中央型缺损最多见。儿童
期一般无症状，劳力性呼吸困难随年龄增长逐渐加重，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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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常作为心肌梗死后瘢痕的标记；同时，在他们纳入研
究的74例继发性ASD患者的中，IRBBB 43例（58.1%），
CRBBB 13例（17.6%），并首次发现合并肺动脉高压者的
心电图CRBBB和继发性ST-T改变发生率较正常肺动脉压
者显著增高 [2]。许北柱等指出继发性房缺患者RBBB的发生
与右房中-重度增大、右室增大和高Qp/Qs（肺循环血量与
体循环血量比值）独立相关 [3]。因此，RBBB是“左向右分
流”使右心室舒张期负荷增重、室上嵴肥厚引起心室除极
延迟所致，而可能并非右束支真正传导延迟。“缺陷”T
波是近期发现的一项ASD患者心电图新指标（图3），指

图1 患者首次常规12导联同步心电图（长箭头示Ⅱ导联顶峰、Ⅲ导
联升支、aVF降支近顶峰部位示切迹；短箭头示V1导联PtfV1增大）

右心V 2导联相对于左胸V 6导联T波顶峰之前的近段T波水平
或者倒置，即T波顶峰V 2 导联落后于V 6 导联，两个导联T
波形态在同一时间不能完全重叠。Wang等指出缺陷T波合
并IRBBB诊断ASD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87.1%、100%、100%[4]。本例患者心电图中钩形R波切迹分
别出现在Ⅱ导联顶峰、Ⅲ导联升支、aVF降支近顶峰部位，
RV 1+SV 5=2.20 mV＞1.05 mV提示右室增大，再合并IRBBB
对提示继发性ASD的诊断意义，但本病例中未见“缺陷”T
波。ASD患者封堵术后心脏结构与功能、心电图的变化已被
熟知，申俊君等研究认为ASD术后24 h就有右心系统的内径
缩小，左心系统反而增大，术后1月随访趋于稳定 [5]，与本
例随访结果相符；既往文献指出，部分ASD患者钩形R波在

图2 患者房间隔修补术后返回病房即刻常规12导联同步心电图（长
箭头示下壁Ⅱ、aVF导联钩型R波切迹消失，Ⅲ导联R波切迹明显减
轻；短箭头示V1导联PtfV1恢复正常，V2导联显露高尖P波，符合右
房增大表现）

术后早期约3~15 d可消失[1,6]，但本病例ASD术后即刻R波切
迹基本消失为首次报道，说明术后即刻心室负荷减轻就开
始出现结构与电的重构。

容量负荷过重出现心力衰竭是此类患者的主要死因，心脏彩

有趣的是，患者心脏彩超显示双房增大，但心电图

超可明确诊断ASD。本例患者为中年男性，平素血压控制不

PtfV1=0.016 mVs＞0.004 mVs及近似“二尖瓣P波”的P波双

佳，气紧1月余而不伴紫绀，活动耐量逐渐下降，肺脏听诊

峰切迹只提示左房增大，未见明显右房增大的传统性“肺

提示肺淤血、肺水肿，考虑与左心功能不全使肺毛细血管血

型P波”，考虑与以下原因有关[7]：①肺型P波与右房增大没

液回流肺静脉受阻及右心室容量负荷增大导致持续肺血量增

有很好的相关性，交感兴奋、体质虚弱及垂位心等无心肺

加有关。虽然右心室尚处于代偿期，但功能性肺动脉高压已

疾病者也可出现肺型P波，且P波振幅增高同时受右房压力

提示肺血管顺应性下降，为避免进一步发展成器质性肺动脉

增高与动脉血氧饱和度降低及以上多种原因影响，而该患

高压，故在排除明显冠脉疾病后，尽快实施房间隔封堵术以

者正常的血氧饱和度可能消减了肺动脉高压所予的P波幅度

关闭缺损，随访提示手术效果理想。

增益；②右房增大可能通过其他心电指标所显示：a.可有类
似于左房增大的负向P波部分，尤其是V 1导联P波负向或双

继发孔型ASD患者心电图主要表现有Crochetage R波切
迹即“钩形R波”、完全右束支传导阻滞（RBBB）或不完

向常伴有V2导联P波高耸此种突然移行改变，需考虑V1导联

全右束支传导阻滞（IRBBB）、“缺陷”T波。钩型R波作

P波改变是右房或者双房增大所致；b.右胸导联异常P波振幅

为较特异的特征首次被Heller描述，主要出现在下壁导联

＞1.5 mm或V1起始正向部分＞0.04 s诊断右房增大比基于肢

中的1~3个，切迹常在R波升支或顶峰或降支近顶峰部位约

体导联的“肺型P波”诊断标准特异性更高。该患者V1较大

QRS波群起始后80 ms内出现 。朱韵等报道，钩形R波也可

的负向部分不仅与彩超证实的左房增大有关，但是V 1起始

在胸前导联出现，并指出钩形R波需与碎裂QRS波鉴别，

时限＞0.04 s、V2正向部分振幅＞1.5 mm及V2导联P波突然增

[1]

表1 ASD封堵术前、术后心脏彩超随访结果
日期
左心房内径（mm）
左心室舒张舒张末内径（mm）
主动脉瓣血流速度（cm/s）
左心室射血分数（%）
右心房四腔径（mm）
右心室内径（mm）
肺动脉瓣血流速度（cm/s）
三尖瓣返流速度（cm/s）
三尖瓣返流量程度
肺动脉压力（mmHg）

2019-8-21
术前10 d
42
41
82
45
61×61
34
111
307
中量
48

2019-8-27
术前4 d
40
41
94
50
61×61
38
107
415
少量
79

2019-9-2
术后2 d
38
46
99
55
50×53
32
89
少量
正常

2019-10-9
术后39 d
33
67
48×43
278
少量
36

2019-12-25
术后约4月
33
47
114
67
正常
25
103
少量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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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段不下移，T波不倒置，应想到急性前间壁心肌缺血（梗
死）可能，如已有ST 抬高，应想到实际抬高程度应比表现
更重[9]。该患者入院初虽无胸痛表现，但结合临床背景及症
状，前壁导联异常Q波伴V1导联ST段轻度上抬及广泛提示左
室心肌内膜缺血的ST-T异常，考虑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
即使完善冠脉CT显示心脏血管轻度狭窄，但心率较快时心
电图确实反映出因“供不应求”所体现的缺血性改变，可
能与患者冠脉微循环较差或冠脉CT未能精准显示较软斑块
造成的严重管腔狭窄有关，随访中应密切重视。

图3 “缺陷”T波形态模式

本文提示临床医师应提高正确识别心电图、及时发现

注：ASD患者V 2导联T波顶峰垂直长虚线落后于V6导联T波顶峰
垂直短虚线；V2相对于V6导联T波顶峰处T波前肢倒置（A）、扁平
（B）；C为非ASD患者未见“缺陷”T波

心电图异常疾病背后异常本质的能力，只有熟悉典型与不

高的移行模式或许提示存在的右房增大，而这是临床上易

[1]

常见的特殊心电图表现才能避免漏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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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消融术后心肌壁内血肿1例
高超1，崔振双1，张敏郁2，张源波1
【中图分类号】R540.46
【文献标志码】A
1 病例

开放科学（源服务）标识码（OSID）
低回声（图2~3）。患者术后24 h心脏超声显示：心包腔可

患者女性，45岁，主因“发作性心悸3年”入院。患者

见无回声区，侧心包6 mm，房室交界区可见范围为2.5×2.0

3年来多次无明显诱因出现心悸，每次持续5~30 min不等，

无回声（图4）。患者术后5 d心脏超声显示：左房室交界区

诊断为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行射频消融手术，电生理检查

可见搏动性包块，凸向左房内，大小约4.5×2.9 cm，形态规

为左侧游离壁旁道，术中采取股动脉穿刺主动脉逆行进入左

则，边界清晰，包块内可见不均质高回声，包块与左室腔之

心，术中消融成功，旁道消失（图1），消融导管为美国强

间可见往返性分流，分流束宽约0.35 cm，舒张期血流自包块

生公司蓝把冷盐水灌注六孔压力导管，消融条件为功率模式

进入左室，峰值流速约301 cm/s，压差36 mmHg，收缩期血流

35 W，消融时间为120 s。患者术中突发胸痛，急查超声：胸

自左室分流至包块内，峰值流速约392 cm/s，压差62 mmHg

骨旁长轴超声可见房室交界区可见范围约3.7×2.2 cm不均质

（图5）。

中低回声，心尖四腔心界面示房室交界区可见明显不均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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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壁内血肿（IMH）是射频消融术后少见的并发
症，文献报道中多出现在持续使用抗凝药行房间隔穿刺的
患者中，机制可能为心肌内小动脉出血。本例为常见的室
上速射频消融，患者心肌壁内血肿的原因可能为导管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