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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心力衰竭患者心脏再同步治疗的围术期护理

周摇 静,徐摇 静

[摘要]目的:总结重度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心脏再同步化(CRT)或安装三腔起搏器加心律转复除颤器治疗(CRT鄄D)的围

术期护理体会。 方法:对 8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CRT 或 CRT鄄D 治疗行术前、术中护理、术后观察及健康指导。 结果:5 例患者

均成功植入 CRT,2 例成功植入 CRT鄄D,1 例拟植入 CRT鄄D 患者植入失败,改装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 术后患者心功能状

态、射血分数均较术前改善(P < 0. 01),QRS 波变窄,未发生心脏压塞、电极脱位、切口不愈合等严重不良并发症,但其中 1 例

术中出现急性左心衰竭,1 例出现切口渗血。 结论:CRT 或 CRT鄄D 是治疗慢性顽固性心力衰竭的有效方法,围术期的良好护

理是取得满意疗效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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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perative care of severe heart failure patients treated
with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

ZHOU Jing,XU Jing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perioperative nursing experience of severe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treated with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CRT) or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鄄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 CRT鄄D). Methods:The data of the
preoperative,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nursing in 8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treated with CRT or CRT鄄D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The operations in 5 patients treated with CRT,2 patients treated with CRT鄄D and 1 patient treated with CRT鄄D were
unsuccessful,and then treated with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ICD were successful.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cardiac function and ejection fraction of all cases were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P < 0. 01). The QRS wave becoming narrow and no
cardiac tamponade,electrode dislocation and incision non鄄healing in all patients were found,the acute left heart failure in 1 case and
incision blood effusion in 1 case were found. Conclusions:The CRT or CRT鄄D for treating chronic intractable heart failure is an
effective means,the perioperative good car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get better effects.
[Key words] heart failure;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nursing

摇 摇 心力衰竭是指由于各种心脏疾病造成的心脏收

缩和 /或舒张功能异常,使心脏排血量不能满足机体

代谢需求而导致的复杂病理生理过程和临床症候

群[1]。 据统计[2],我国心力衰竭发病率约为 0. 9% 。
心力衰竭患者有 30% ~ 50% 死于心力衰竭进展,另
有 50% ~70%死于室性心动过速(室速)或心室颤

动[3]。 心脏再同步治疗 (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CRT)可恢复左右心室的同步激动,实现心

脏收缩的再同步,改善心功能[4]。 CRT 联合植入式

心脏复律除颤器(CRT鄄D)可以终止心力衰竭患者恶

性心律失常发生。 随着 CRT 适应证的不断拓宽和

植入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心力衰竭患者愿意接

受这种方法。 我院 2012 年以来采用 CRT 或 CRT鄄D

治疗心力衰竭患者 8 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现将

治疗与围手术期护理作一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我科

住院的重度心力衰竭患者 8 例,其中男 5 例,女 3
例,年龄 40 ~ 63 岁。 心功能芋 ~ 郁级,均为扩张型

心肌病。 患者术前心脏彩色多普勒:左心室射血分

数(LVEF)19% ~34% ;心电图:窦性心律,完全性左

束支传导阻滞或室内传导阻滞,或监测显示有非持

续性室性心动过速;QRS 波群时限逸120 ms。
1. 2摇 方法摇 患者在导管室常规消毒、铺巾,1%利多

卡因局部麻醉,采用改良的 Seldinger 穿刺左锁骨下

静脉,置入 3 根导引钢丝。 随后行囊袋制作,沿穿刺

点向内作 5 cm 皮肤切口,逐层分离皮下组织至胸大

肌下,完成囊袋制作,首先行冠状静脉窦造影,送入

左心室起搏电极,嵌顿于冠状静脉窦的侧静脉,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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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屏气、深吸气等增加腹压动作后电极位置无移

动,测试符合左心室起搏电极植入条件;随后送入右

心室起搏电极至右心室,嵌顿于右心室心尖部;心房

电极至右心房,嵌顿于右心耳。 分别测试符合心室、
心房起搏电极植入条件,电极置入后测试起搏参数

并记录,连接脉冲发生器,再将脉冲发生器置入左上

胸部囊袋内。 全层缝合皮肤,加压包扎,结束手术。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配对 t 检验。

2摇 护理

2. 1摇 术前护理摇
2. 1. 1摇 心理护理摇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病程长,药物

治疗欠佳,家庭经济负担重,使患者产生悲观、绝望

的心理,另外,CRT 作为一项新技术,患者了解得较

少,且治疗费用昂贵,术前患者顾虑重重,因此,手术

前我们多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介绍 CRT 或 CRT鄄D
治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手术大致过程及所需时间,
消除患者及家属顾虑。
2. 1. 2摇 完善术前准备摇 (1)术前要评估心功能,包
括心功能分级、左心室射血分数;(2)描记心电图,
测量 QRS 波群时限;(3)遵医嘱给予强心、利尿药

物;(4)抽血化验凝血四项,免疫过筛十项;(5)术前

指导患者练习深呼吸、屏气,利于配合医生术中检测

电极位置是否牢靠;(6)讲解现在国家惠民政策,减
轻患者对医疗费用的担忧。
2. 2摇 术中护理 摇 护士需准备呼吸球囊、临时起搏

器、除颤仪等抢救设备和去乙酰毛花甙丙、多巴胺、
阿托品、利多卡因等急救药品,术中密切观察患者的

心电监测,电极植入过程中可能出现室性期前收缩

或非持续性室速、冠状静脉窦置管失败、冠状静脉窦

置管夹层、穿孔、心脏压塞等;术中患者长时间平卧

及使用造影剂,观察有无心衰加重表现。 术前应将

此可能性告知患者及家属,让其有心理准备。 本组

1 例冠状静脉窦置管失败,另 1 例由于反复多次注

入造影剂,出现胸闷、气促、出冷汗、心率加速及血压

下降等急性左心衰竭症状,听诊肺部有湿罗音。 即

予高枕卧位,高流量面罩吸氧,安慰患者,遵医嘱给

予呋塞米、去乙酰毛花甙丙及吗啡应用,多巴胺静脉

滴注,30 min 后症状缓解,顺利完成植入手术。
2. 3摇 术后护理摇
2. 3. 1摇 起搏器功能监测摇 患者回病房即记录 12 导

联心电图,观察起搏 QRS 波形态,宽度;注意观察起

搏器的感知及起搏功能,协助医生做好 CRT鄄D 功能

程控测试;术后 3 d 持续心电、血压监测,发现异常

及时协助医生处理。
2. 3. 2 摇 切口护理摇 由于 CRT鄄D 体积较大,植入后

局部皮肤张力大,易引起组织缺血、坏死,影响切口

愈合,术后切口用 1 kg 盐袋压迫 6 ~ 8 h,严密观察

切口处皮肤颜色、温度,检查有无瘀斑、肿胀。 本组

1 例患者切口渗血明显,延长盐袋压迫时间 3 h 后控

制。 术前 30 min 至 2 h 预防性应用抗生素持续至术

后 3 d,保持切口敷料清洁、干燥,本组患者均切口愈

合良好于 1 周后拆线。
2. 3. 3摇 电极脱位摇 术后电极脱位发生率 6% [5],最
常发生于术后 1 周内,其中患者过早下床或剧烈咳

嗽是原因之一,表现为间歇起搏或不起搏、起搏状态

受体位影响[6],因此,术后患侧肢体制动 24 h,卧床

1 ~ 3 d,5 d 内避免术侧肩关节的过度活动,勿用力

咳嗽,防止电极脱位。 本组患者经精心护理均顺利

渡过围术期,无电极脱位表现。
2. 3. 4摇 健康教育摇 讲解 CRT 或 CRT鄄D 的相关知识

及自我监测方法,特别强调 CRT 不能完全取代抗心

力衰竭药物治疗,正规药物治疗是 CRT 发挥疗效的

首要条件之一[7],指导患者继续遵医嘱服用抗心力

衰竭药物,注意药物不良反应。 术后定期随访,以便

及时发现电极故障和电池耗竭,若有病情变化应随

时就诊。 随访内容包括患者自觉症状改善情况、心
电图、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超声心

动图等。 首次随访多为术后 1 个月,以后可根据情

况 3 ~ 6 个月随访 1 次,在电池能量接近耗竭时随访

间隔时间应缩短。 CRT鄄D 植入术患者术后可能发

生电击,一方面告知患者电击能量不足以对人体产

生伤害,消除患者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嘱其一旦发

生电击应立即与临床医生取得联系并及时随访。

3摇 结果

摇 摇 5 例患者成功植入 CRT,2 例成功植入 CRT鄄D,
1 例由于电极未能进入冠状窦左心室分支,最后改

装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CD)。 所有患者术后胸

闷、气促、水肿等症状明显改善,心功能芋 ~ 郁级改

善为域 ~芋级,LVEF、QRS 波群时限均较手术前获

得明显改善(P < 0. 01) (见表 1)。 未发生心脏压

塞、电极脱位、切口不愈合等严重不良并发症,但
1 例术中出现急性左心衰竭,另 1 例出现切口渗血。

4摇 讨论

摇 摇 CRT 或 CRT鄄D 治疗慢性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

常是一种新方法,它不仅可以改善患者心衰症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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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1摇 患者手术前后 NYHA 分级、LVEF 和 QRS 波群时限

变化比较(ni = 8;x 依 s)

观察时间 NYHA / 级 LVEF / % QRS 波群时限 / ms

手术前 3. 75 依 0. 46 0. 27 依 0. 05 146. 6 依 22. 8

手术后 2. 63 依 0. 52 0. 36 依 0. 04 121. 5 依 14. 4

d 依 sd - 1. 2 依 0. 13 0. 09 依 0. 01 - 25. 1 依 10. 4

t 26. 11 25. 46 6. 80

P < 0. 01 < 0. 01 < 0. 01

高生活质量,同时可减少患者的病死率,延长寿命及

预防猝死[8]。 本组 5 例成功植入 CRT,2 例成功植

入 CRT鄄D,心功能、LVEF、QRS 波群时限均获得改

善,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取得满意效果。 良好的护

理措施对手术取得其成功极为重要,围术期重视患

者的术前评估,讲解术中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如急性

左心衰竭 /左心室起搏导线植入失败等,告知患者及

家属,让其有心理准备,本组 1 例术中未找到冠状静

脉窦开口,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冠状静脉窦开口垂

直向前,无法植入左心室起搏导线,经说明情况,取
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改行 ICD 植入术。 术中护士

密切配合,本组 1 例术中出现急性左心力衰竭,积极

配合医生处理,密切生命体征的观察,30 min 后症状

缓解,顺利完成植入手术。 术后做好切口护理,严格

控制输液速度,加强起搏器监测,预防及处理并发症

等优质护理是取得满意疗效的重要保证。 综上所

述,CRT 或 CRT鄄D 是目前治疗重度心力衰竭以及预

防猝死的最新植入技术,CRT鄄D 植入需要兼顾及

CRT 及 ICD 的特点,加强患者的围术期护理可保证

手术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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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要发挥药学专业优势[10],开展合理用药咨询,为
临床医生推荐和提供安全有效的药物和药学情报,
及时发现并报告药物的不良反应,宣传合理用药,定
期进行处方分析和病历分析,促使合理、安全、有效、
经济使用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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