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检测灵敏度为 55%( 33 /60) , HBeAg的检测灵敏
度为 53.3%( 32 /60), 两者较接近 。

随着对乙型肝炎病毒研究的深入, Pre-S1抗原
在病毒附着并侵入肝细胞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其检

测结果对乙肝患者的诊断 、疗效观察以及预后判断

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逐渐被证实, Pre-S1已作为临床
检测乙肝病毒的又一血清标志物。本文实验结果显

示, HBeAg( +)的标本中 Pre-S1阳性率较高,与报道

一致
[ 5]
。但总检测阳性率较高 ( 58.6%),可能与总体

标本量较少与抽样误差引起有关,还需要大样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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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腔双室起搏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 1例

郑玉水,朱结华,朱　坤, 张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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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女性, 58岁。因反复胸闷 、气喘 、不能平卧 1月余于

2003年 10月 28日入院 。既往无冠心病 、高血压 、糖尿病 、病

毒性心肌炎等病史。入院时查体:血压 150/80 mmHg, 神清,

端坐位,精神欠佳, 口唇轻度紫绀, 颈静脉无怒张, 两侧呼吸

音对称, 两肺底可闻及少许细湿罗音, 心界明显向两侧扩大,

心率 86次 /分, 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

软无压痛, 肝脾肋下未触及, 双下肢无水肿。入院后心电图

提示窦性心律 、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 QRS波时限 170 ms。

全胸片提示心影增大 、肺淤血。超声心动图提示左心房心室

内径明显增大, 伴室壁收缩活动减弱,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63 mm,左室射血分数 (LVEF) 28%。 2003年 10月 31日在局

麻下经右侧桡动脉途径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未见异

常, 遂确诊为扩张型心肌病,心功能Ⅳ级, 完全性左束支传导

阻滞。给予去除感染 、水电解质紊乱等诱因, 并给予卡托普

利 、呋塞米 、螺内酯 、硝普钠 、硝酸甘油 、多巴胺 、多巴酚丁胺 、

毛花甙丙 、地高辛 、心先安等药物正规治疗 1月余, 症状改善

不明显, 于 2003年 12月 9日在局麻下植入美敦力 8041型三

腔起搏器, 其三根电极导线经左侧锁骨下静脉分别植入右心

耳 、右室心尖部及冠状静脉窦左斜静脉, 呈 DDD工作方式,

并调整起搏频率 、A-V间期等参数。术后心电图提示起搏心

律, 起搏的 QRS波时限变为 80 ms, 复查超声心动图提示

LVEF46%, 心力衰竭症状明显改善, 夜间可平卧, 能从事一

般日常活动, 随访 1年余效果满意。

讨论　扩张型心肌病正规应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

剂 、β 受体阻滞剂 、利尿剂以及洋地黄制剂等药物治疗时,相

当一部分患者仍不能改善预后, 心力衰竭进行性加重, 尤其

是存在左束支传导阻滞者。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晚期往往伴

有心室内传导阻滞, 多为左束支传导阻滞, 表现为心电图

QRS波增宽。扩张型心肌病伴左束支传导阻滞患者因左心

室的兴奋 -收缩明显落后于右心室 、室间隔的收缩, 室间隔

出现矛盾运动;左心室激动延迟, 左心室充盈不足以及二尖

瓣反流等而使心排血量下降, 导致患者心功能恶化, 甚至发

展为顽固性心力衰竭, 预后不良。在近年许多的临床试验和

研究中, 发现起搏治疗对于改善部分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血

流动力学和转归有益。 目前多应用单房双室起搏治疗药物

难以控制的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其机制为:( 1)双室

起搏可保证左右心室同步收缩, 消除室间传导时间差, 从而

避免室间隔的矛盾运动 。 ( 2)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由于心肌组

织的纤维化及能量代谢障碍, 使心室主动舒张功能减弱, 舒

张时间缩短, 充盈压下降 。通过优化起搏器的 A-V间期,增

加左心室的充盈时间, 恢复舒张期正常的房室关系, 改善左

心室的舒张功能。 ( 3)冠状静脉窦电极起搏左室, 首先激动

左后乳头肌, 减少二尖瓣的反流 [ 1] 。本例患者应用三腔双室

起搏治疗后心功能明显改善, 结合文献资料我们认为, 除对

于伴有窦房结功能不良或房室传导阻滞的扩张型心肌病患

者可以进行心脏起搏治疗外, 对于伴有室内传导阻滞 、心电

图提示 QRS波时限 >130ms、LVEF<0.35、左室舒张末期内

径 >55 mm、NYHA心功能分级为Ⅲ级至Ⅳ级的扩张型心肌

病心力衰竭患者,如果经正规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也可以

考虑应用三腔双室起搏器起搏治疗 [ 2] 。尤其是超声心动图

提示左心室舒张时间缩短 、存在功能性二尖瓣反流者。但三

腔起搏器价格昂贵,而且对手术医生的技术要求较高,难以在

临床普及,另外虽近期疗效显著,远期疗效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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