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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腔内超声心动图下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射频消融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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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
患者男性，53岁，因“反复气促、胸闷8年，再发加重
2月”入院。患者反复气促、胸闷8年，近2月来静息状态下
出现气促，平躺时加重。体格检查示心界向左扩大，心率
68 次/min，律齐，胸骨左缘第4肋间闻及较粗糙的4/6收缩
期杂音，心尖部可闻及收缩期杂音。超声心动图示：室间
隔26 mm，左室后壁16 mm，收缩期二尖瓣前瓣瓣下腱索前
向运动（图1）致左室流出道中段中度狭窄，收缩期左室流
出道前向血流增快，速度4.2 m/s，压差72 mmHg，平均压29
mmHg。24 h动态心电图示：窦性心律，偶发房性早搏，偶
发室性早搏，显著ST-T改变，心率变异性降低。冠状动脉
（冠脉）造影示：前降支中段狭窄50%~60%，回旋支中段

图1 射频消融前心脏彩超：二尖瓣瓣下腱索Ⅱ度SAM现象

斑块浸润，右冠近、中段狭窄约30%~40%，冠脉造影未见
理想穿支冠脉行酒精消融。患者长期服用美托洛尔缓释片
47.5 mg qd，地尔硫卓30 mg tid，气促、胸闷仍反复发作，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6 min步行实验步行距离为220 m，心功
能NYHA分级为Ⅲ级。
选择在心腔内超声心动图指导下联合CARTO系统标测
行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射频消融，减轻流出道梗阻。完善
术前相关检查：脑利钠肽前体定量3770 pg/ml，葡萄糖化血
红蛋白（GHb）6.90%，三酰甘油（TG）3.15 mmol/L，低密

图2 室间隔射频消融前的建模

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1.17 mmol/L，超敏肌钙蛋白T
0.055 ng/ml。其余指标均未见明显异常。术前予以氯吡格雷
75 mg qd，螺内酯20 mg qd，阿托伐他汀20 mg qd，呋塞米20
mg qd，上述药物均于2019-4-24服用至术前。
借助CARTO系统（美国强生公司）和心腔内超声心动
图（ICE），对患者主动脉根部、主动脉瓣下左心室流出道
和室间隔行三维模型构建，并对肥厚的室间隔进行标记。
穿刺左桡动脉成功后置入6F动脉鞘，静脉肝素6000单位，
压力导管监测血压，利多卡因局部麻醉，穿刺左、右股静
脉及右股动脉成功后分别置入心室电极、冠状窦电极及右
冠造影管测压。测定左室流出道压力为188/6(62) mmHg，升
主动脉压力98/50 mmHg，经左侧股静脉送入Cartosound行心
室腔内建模（图2），超声示前间隔增厚明显，SAM现象明
显，送入冷盐水消融导管消融后标测希氏电位，设定消融
能量60~70 W，温度30℃，分别在室间隔最厚处、二尖瓣
SAM时与室间隔的接触部位并避开希氏束、束支电位行广泛
消融（图3）。术后测左室流出道压力170/14(69) mmHg，升
主动脉压力为[收120/78(98)] mmHg，跨瓣压差改善明显，消
融处室间隔心肌搏动较前明显减弱，SAM征明显改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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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室间隔心肌的消融过程

术后无不适反应，转入重症医学科监护，术后予以甲泼尼
龙120 mg bid，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10 mg qd抗炎治疗，
利伐沙班片15 mg qd抗凝，硫酸氯吡格雷75 mg qd，螺内酯
20 mg qd ，阿托伐他汀20 mg qd ，呋塞米20 mg qd ，盐酸曲
美他嗪20 mg tid，尼可地尔5 mg tid。术后相关心脏超声、实
验室检查可见表1~2。术后第1 d患者无胸闷、胸痛、心悸等
不适。术后复查血常规:白细胞16.29×109/L，红细胞5.66×
1012/L，血红蛋白144.0 g/L，血小板计数148.0×109/L，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0.915，单核细胞百分比0.013，淋巴细胞百分
比0.071。电解质：钾4.04 mmol/L。磷0.860 mmol/L。心肌酶
谱：肌酸激酶368 U/L，肌酸激酶同工酶MB 44.3 U/L，乳酸
脱氢酶 561 U/L，乳酸脱氢酶同功酶1212.9 U/L，α-羟丁酸
脱氢酶426 U/L。肝肾、凝血功能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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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第3 d，患者胸闷、气紧，无胸痛、咳嗽，6 min步

射频消融技术飞速发展，三维标测系统不断进步，消融导

行实验步行距离310 m，心功能Ⅲ级。复查NT-proBNP 2897

管在心律失常、心肌病等领域应用增多，利用电解剖作图

pg/ml，超敏肌钙蛋白T 1.44 ng/ml，肝肾功能、电解质无异

系统CARTOSOUND和心内超声心动图有助于细化目标并更

常。患者超敏肌钙蛋白升高考虑为射频消融术后改变，予以

准确地消融目标部位。Thorsten等[11]对19例肥厚型梗阻性心

利尿、营养心肌处理后，症状明显缓解。术后第7 d患者无特

肌病患者进行室间隔射频消融，术后患者能显著、持续降

殊不适，6 min步行实验步行距离400 m，心功能Ⅱ级，超敏肌

低LVOT压力梯度，NYHA分级降低。 Abhijeet等[12]对7例肥

钙蛋白T 0.52 ng/ml。术后第8 d复查心脏超声：室间隔23 mm，

厚型心肌病患者行室间隔射频消融的一项回顾性研究中，

左室后壁13 mm，收缩期二尖瓣前瓣瓣下腱索前向运动（图

在1、6、12个月的随访中，6例NYHA分级至少降低1级、

4）致左室流出道中段局部狭窄，收缩期左室流出道前向血流

LVOT压力梯度显著降低，1例无明显降低，证实了室间隔射

增快，速度3.8 m/s，压差56 mmHg，平均压22 mmHg。术后第

频消融治疗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是安全、有效的。

9 d，NT-proBNP 2772 pg/ml，超敏肌钙蛋白T 0.520 ng/ml。术

本病例分析如下：患者术前冠脉造影未见理想穿支冠脉

后第11 d复查超敏肌钙蛋白Ⅰ 2.947 ng/ml，心电图示：V2~V6

进行酒精间隔消融，且药物保守疗效差，反复出现胸闷、气

导联ST段压低；T波倒置（Ⅰ、AVL倒置）。术后25 d，患者

促症状，考虑行经皮室间隔射频消融。患者术后应用甲泼尼

6 min步行实验步行距离521 m，心功能Ⅰ级； NT-proBNP：

龙120 mg bid抗炎治疗，利伐沙班片15 mg qd抗凝治疗，减轻

1831 pg/ml。心脏彩超：室间隔22 mm，左室后壁10 mm，收缩

消融后心肌水肿及抑制附壁血栓形成。患者术后肌钙蛋白升

期左室流出道前向血流增快，速度3.0 m/s，压差36 mmHg，平

高再降至正常为射频消融术后改变，予以营养心肌治疗， 1

均压18 mmHg。术后3个月随访，患者6 min步行实验步行距离

周后可降至正常。患者在行室间隔消融后胸闷、气促症状明

550 m，心功能Ⅰ级；NT-proBNP：2648 pg/ml。24 h动态心电

显缓解，术后3个月随访中NYHA分级降低，6 min步行实验

图示窦性心律，完全性左束支阻滞，偶发室性早搏，偶发房

明显提高，心脏彩超示：室间隔、左室后壁、LVOT压力梯

性早搏，左心室肥厚，ST-T改变。心脏彩超示室间隔22 mm，

度、LVOT流速均较前所降低，室间隔基底段至中间段运动

左室后壁12 mm，收缩期左室流出道前向血流增快，速度3.2

稍减弱，考虑与此处进行消融有关。此外消融后二尖瓣SAM

m/s，压差42 mmHg，平均压15 mmHg。

现象也逐步消失，术中及随访期间未出现恶性心律失常。综
上，经皮室间隔射频消融是一个安全、有效的治疗肥厚型梗
阻性心肌病治疗手段，其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显著改善患
者症状。但目前研究病例较少，随访时间短，其远期效果及
长期安全性还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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