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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刊房颤

年近七旬的王婆婆，
十多年来经常感到心慌、
脉搏忽快忽慢，偶尔还会
有头晕症状，—直未找到
原因。 近段时间由于家务
劳累， 王婆婆的心慌、胸
闷、 头晕发作更加频繁，
并且持续的时间越来越
长，于是来到医院心血管
内科就诊，经过心电图检
查确诊为房颤，经过治疗
后，王婆婆的心律又转为
窦性心律，但口服药物后
房颤发作仍非常频繁，老
人于是接受了导管消融
微创手术，以往的症状再
也没有发生。

房颤是心房纤颤的简
称，是一种最常见的慢性
心律失常。 正常人的心脏
每分钟跳动 60-100 次，

当发生房颤时， 心房每分
钟颤动 350-600 次， 这种
颤动非常不规律， 以致心
房不能有效地收缩。 房颤
发病很常见， 但很多病人
对该病认识不足， 以致于
常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引发心衰与中风
房颤一方面对心脏功

能有影响，表现为心率增
快而感觉心悸、四肢无力，
严重的可以引起心力衰竭
的发生。有研究显示，房颤
患者的年死亡率是无房颤
患者的一倍以上， 如果有
其他心脏基础疾病如瓣膜
病、 冠心病等可以加重病
情，后果较为严重。 此外，
房颤易引发栓塞事件，特
别容易引发缺血性中风，
房颤患者中风发生率是非

房颤者的 5-6倍。
可无任何症状
一般情况下， 患者如

果没有其他心脏病，房颤
时心跳又基本正常，病人
可以没有任何症状。 如果
房颤心率增快，病人会出
现心慌、气短、胸闷、憋气、
惊慌等，有时还会感觉排
尿次数增加。 如果房颤患
者伴有其他心脏疾病，就
会加重心脏病的症状，尤
其会加重心衰。

通常来说， 房颤在发
生的初始阶段通常是阵发
性的，可以自行终止。 随着
房颤持续时间延长， 发作
后不能自行终止，这
通常是患者来就诊的
主要原因， 其中有
一部分患者经治疗

后终止，称为持续性房颤。
如果经治疗后也不能终
止，就属于永久性房颤。

做心电图能确诊
房颤时到医院通过医

生的听诊或进行心电图检
查可以确诊。 阵发性房颤
的诊断就比较困难， 可以
在心悸发作时到急诊进行
心电图检查或进行 24 小
时动态监测等。 最简单的
办法是自测脉搏， 如果脉
搏极不规律， 那极有可能
就是房颤。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副主任医师 叶行舟

房颤的治疗方法
有很多， 目前最为常用
的有药物治疗、 电除颤
治疗、 内科介入治疗、
外科手术治疗等。 发生
房颤， 怎样选药呢？

阵发性房颤时，
可选用减慢心室率的
药物， 也可选用复律
的药物。

持续性房颤的治
疗对策包括：

（1） 预防复发。 大
多数房颤在恢复正常心
律后很容易复发， 所以
要用药物维持恢复正常
的心律。 目前临床上常
用的药物有多非利特、
普罗帕酮、 胺碘酮等。
在服药期间要定期复查
动态心电图（24小时），
注意药物的毒副作用和
致心律失常作用， 尤其
是胺碘酮、 多非利特、
依布利特等药物可能并
发心动过速。

（2） 控制心室率。

控制心率的目标静息
值 ： 小于 110 次/分。
可以选用 β 受体阻滞
剂、 地高辛、 胺碘酮。

（3） 抗凝治疗。
血栓栓塞是房颤患者
最大的问题和威胁 ，
房颤患者脑梗死的危
险是正常心律者的 5
倍。 所以， 一旦房颤
被确认， 在没有明显
禁忌证 （如近期做过
手术或有出血倾向等）
情况下， 就应该接受
抗血栓或抗凝治疗。

目前预防房颤血
栓形成的药物包括两
类： 抗凝药 （华法林）
和抗血小板药 （阿司
匹林）。 两者均可有效
降低房颤患者卒中风
险。 华法林的疗效优
于阿司匹林， 是首选
药物。 但华法林主要
的副作用是出血 （如
皮肤淤斑、 牙龈出血、
鼻出血等）， 华法林开

始剂量 2.5-3 毫克/天。
在开始治疗时应隔天
监测国际标准化比值
（即 INR）， 华法林剂
量根据 INR 调整。 华
法林剂量每次增减的
幅度一般在 0.625 毫
克/天以内。 要注意的
是不宜将小剂量华法
林与阿司匹林合用 ，
否则会增加脑血管意
外的发生率。

永久性房颤是不
可能恢复窦性心律的
一类房颤， 其治疗应
选用控制心室率和抗
凝药物。 规范的抗凝
治疗可以使房颤病人
中风发生的危险性降
低 68%， 但抗凝治疗
有增加出血的危险 ，
长期服药 必须检测
INR， 特别是用药初
期， 需在医生指导下
调整剂量。

长沙市第三医院
主任医师 张育民

房颤多用药物治疗， 但有时
存在服药效果不好的情况， 这时
可考虑用微创手术治疗。 微创手
术治疗房颤不需要“大动干
戈”， 至少有50%的房颤病人仅
需开三个小孔就能顺利完成手术。

手术时， 在手术部位开三
个小孔， 医生借助先进的胸腔
镜技术， 在体外操作完成对房
颤的外科微创手术， 尤其适合
于孤立性房颤、 阵发性房颤等
单纯性房颤病人。 对于合并需
要开胸治疗的心脏疾病， 例如
需要换瓣手术的瓣膜病， 需要
进行冠脉搭桥手术的冠心病等，
外科手术可实现一举多得。

程守勤

房颤易复发， 因此患者要注
重自我保健。 重点是要积极治疗
原发病， 注意休息、 饮食、 情
绪、 药物治疗等各方面。

（1） 积极治疗原发病。 患者
要经常观察心率和血压， 如突然
出现心率过快或慢、 不齐， 或出
现明显心悸、 气短、 心前区不适
等， 应立即前往医院就诊。 定期
复查心电图。 如出现头晕、 言语
不清、 行走不稳、 不能平卧等症
状， 应警惕有血栓脱落造成栓塞
及心力衰竭的可能， 及时到医院
检查。

（2） 注意饮食保健。 多吃
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 如
瘦肉、 鱼虾、 蛋、 奶类等； 多食
新鲜蔬菜和水果， 如卷心菜、 苹
果等； 不吸烟、 少饮酒； 忌食辛
辣刺激性食物， 如葱姜、 辣椒等；
少食或不食含有咖啡因的物质诸
如茶、 咖啡以及一些非处方用药，
其中可能含有刺激物， 易促进不
规则心律。 心功能差的患者， 出
现全身浮肿， 应限制钠的摄入。

（3） 规范服药。 心衰、 高血
压伴有心室肥厚患者服用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ARB）
药物可以预防新发房颤发生， 他
汀药物预防冠脉搭桥术患者新发
房颤， 同时也可以预防有潜在心
脏病尤其是心衰患者新发房颤。
ACEI/ARB可考虑联合抗心律失常
药物预防房颤复发， 该药还可能
预防阵发性房颤或持续性房颤电
复律后的复发。

长沙市第三医院
肖晓霞

当心房颤引发心衰与中风
防复发
积极治疗原发病

治房颤 哪些药管用 药物效果不佳
打三个小孔可治

湘潭市泽民中医类风湿研究中心 地址：湘潭市江麓广场
电话：0731-58281111��58281766���网址：www.zmzs.com

类风湿专家胡泽民是说大话吗？
针对患者对类风

湿、强直性脊柱炎、红
斑狼疮等免疫系统疾
病丧失治疗信心，社
会上医疗广告泛滥，
信用度极低等现象
严重。 胡泽民为证明
“中医营养免疫疗
法” 的神奇疗效，对
所有第一次湘潭泽
民类风湿研究中心
就诊的患者免费治
疗一个月（凭本报 10
日内有效）。在不用激
素、西药的情况下，让
患者真实体会到神奇
的治疗效果。（请患者
只带往返路费， 其他
一分钱不花）

请你来看看胡泽
民是不是说了假话、
大话， 如果说了就请
你揭穿他，投诉他！

一九九五年，而立之年的胡泽
民在三尺讲坛踌躇满志，却不幸身
患类风湿，辗转北京、上海、长沙等
地四处求医，先后花费 20 多万元，
也没有找到有效的疗法和药品，大
都采用激素治疗，激素的副作用使
他不能连续用药，停药后病情迅速
发展，直至瘫痪四年。 瘫痪在床的
胡泽民没有消沉， 更没有放弃，他
坚信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宝库中
一定能找到治疗类风湿的良方妙
药。 于是，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
困难，潜心钻研中医中药，更难能
可贵的是以神农尝百草的勇气亲
身试药，有几次差点因试药而丢了
性命。 在学医求药的艰辛道路上，
胡泽民幸遇南岳山一位年逾八旬
的老药翁， 老人被胡泽民忘我学
医、勇斗疾病的精神所感动，不但

用祖传秘方治好了他的类风湿，而
且还收他为徒，胡泽民成了秘方的
第五代传人。 有了恩师的指导，刻
苦学医的胡泽民如鱼得水，更加坚
定了用中医中药攻克类风湿等免
疫系统疾病的信心。

在恩师的悉心指教下， 胡泽民
认真总结了多次以身试药的切身
体会，详细研究了秘方所用药材的
药理药性，领悟出补充营养、调整
免疫功能是治疗类风湿、强直性脊
柱炎、红斑狼疮等免疫系统疾病的
切入点。 最终，胡泽民以恩师的祖
传秘方为基础，研创出治疗类风湿
等免疫系统疾病的有效疗法———

“中医营养免疫疗法”， 并出版了
《类风湿防治指南》等医学专著。 完
成了一个从濒临绝境的类风湿病
人到类风湿病专家的嬗变！

类风湿专家胡泽民简介类风湿专家胡泽民简介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患者也越来越多，如不
彻底治疗将会产生很多方面的病发症， 导致身体受到很
大的影响。据临床资料显示，糖尿病患者所引起的失明比
其他疾病高出 14倍，并发症冠心病及中风比其他疾病增
加了 3倍多， 导致肾功能衰竭比其他疾病高出 12 倍，我
国糖尿病患者约 8千万人，救助糖尿病患者已刻不容缓，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使糖尿病患者早日得到康
复，这将是我们每个公民引起重视的关键。

神剂甘露消渴胶囊的诞生， 使很多糖尿病患者从疾
苦中解救出来， 它是糖尿病患者从疾病走向健康的唯一
通道。 由首都糖尿病医学研究总院与中美华医制药有限
公司联合推出的神剂甘露消渴胶囊国药准字号为
20055503，其主要特点为：1，不需严格控制饮食，降血糖
平稳 7-15天血糖明显下降，对心、脑、肝、肾、无任何毒副
作用。 2，及时修复胰岛功能，彻底消除胰岛毒素淤积。 立
刻终止胰岛损坏，消除胰岛素抵抗，有效激活胰岛细胞的
再生。 修复和重组胰岛细胞群，改善组织供氧，能迅速消
除饥渴，消瘦、手脚麻木、视力模糊、头昏心慌、四肢无力、
全身瘙痒、浮肿、性功能减退等症状。 3，快速消除血液中
过多的甘油三脂，低密度脂蛋白有效溶栓，全面治疗预防

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症。 4，提高免疫能力，改善血液
的循环，制止病菌对肝、脑、肾的侵袭，特别对其眼有独特
的保护作用。5，快速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因长期用其他
药物引起的一些不良反应将有效得到很好的控制， 病情
将日见好转，无论病使多长，血糖多高，并发症多重，服用
神剂甘露消渴胶囊后所有症状将逐渐消失，3-4 疗程可
康复停药，从此摆脱病魔的困扰享受健康的幸福人生。

特别提示：为使糖尿病患者早日康复，减轻经济及
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我院联合中美华医制药有限公司开
展大型优惠活动，即日起，药费一律半价，一次性购 2 个
疗程，送一个疗程。买 3 个疗程可送 2 个疗程，为了让患
者放心，可办理货到付款业务。

郑重承诺：服用甘露消渴胶囊 15天无效的患者，无条件
原款退回。8年后复发的患者凭信用卡可免费治疗直至康复。

康复热线：010-56265185
专家热线：13370166758
医院机构：首都糖尿病医学研究总院
地 址：北京市延庆平安大道 78 号
网 址：www. 56265185.com

向糖尿病患者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