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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1： 77岁男性，“白内障、心绞痛”
                眼科门诊申请住院单（侯床），心内科住院，拒
绝PCI术，出院，入眼科，行白内障切除术，术中猝
死……..

  
 病例2：56岁男性，“急性心肌梗死（演变期），胃癌”
              外院转入，心内科会诊认为“手术风险大”，手术
当晚发生急性心力衰竭……

病例3:    46岁女性 “颅底病变，高血压”

              外院住院3周，两次入手术室，均因血压过高而放
弃；入我院耳鼻喉科，入手术室1次，同样因血压高放
弃；再次会诊，调整药物，完成手术，好转出院。

    



降低围手术期心脏风险*

评估术中、术后风险分层*

评估对心脏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必要性*



高危：急性心肌梗死（<7天）

              心绞痛（CCS 3～4级）

              失代偿性心力衰竭

              严重心律失常（高度房室阻滞、室性或不能

                      控制的室上性心律失常）

              严重瓣膜病

              冠脉搭桥（CABG）或介入治疗（PCI）<6周



中危：心肌梗死、CABG或PCI >6周且<3月

            心绞痛1～2级或无症状性心肌缺血

            室性心律失常

            代偿性心衰（射血分数<0.35）

            术前肌酐≥2mg/dl、糖尿病、>70岁

低危：冠心病家族史、吸烟、高胆固醇血症

              异常心电图（心律失常、心室肥厚、束支阻
滞）

              心肌梗死后、CABG或PCI后>3月

              卒中病史与无法控制的高血压

http://www.haodf.com/jibing/tangniaobing.htm
http://www.haodf.com/jibing/gaoxueya.htm


围手术期心脏逐步评估法：*

第一步:  紧急手术评估

        紧急手术立即进入手术室，进行围手术
期监护及术后风险分层并处理危险因素。（
ⅠC）



第二步：非紧急手术，有无活动性心脏病

        活动性心脏病(高危)而非紧急手术，常
导致推迟或取消手术，直到心脏病得到确诊

和合适的治疗（ ⅠB ）



第三步：是否为低风险手术

        低风险手术（心脏并发症<1%）：内窥
镜、眼外科术、乳腺手术与浅表操作，皮肤

整形术等可按计划手术（ ⅠB ）。



第四步：非紧急手术，心脏功能状态和症状

        代谢当量 4MET（ ＜ 4MET代表功能状

态差）且无症状可按计划手术（ ⅠB ）
        

        代谢当量＜ 4MET，有症状或不明需依据

临床危险因素进行评估

          危险因素2或  3拟中危手术，可予β
受           

              体阻滞剂控制心率后手术（ ⅡaB）



           心排血量急骤、显著降低，导
致组织器官灌注不足和急性淤血。

           急性左心衰最为常见。

急性心力衰竭



广泛左室急性心梗、急进型高血压

严重快速的心律失常或重度心动过缓

输液过快或过多，心脏负荷突然增加



各种因素所致心肌损害

  心脏功能下降

1.原发性心肌损害
2.心室负荷过重
    压力负荷（后负荷）过重
    容量负荷（前负荷）过重
3.心脏负荷不足
4.心室收缩不协调

COBP

激活神经活性
激素分泌增加

心率增加
血管收缩
水钠潴留

心室负荷
心肌缺血
心律失常



          以肺淤血为主要表现。
    1.突发极度呼吸困难，端坐呼吸；
    2.烦躁不安，咯大量白色或粉红色泡沫
痰；

    3.面色苍白、口唇青紫、大汗、四肢湿
冷；

    4.体征:　交替脉、血压下降
                     双肺闻及大量湿罗音、哮鸣音
                     舒张期奔马律



1.镇静：
       吗啡：休克、肺部感染、呼吸抑制等禁
用

2.吸氧： 6-8 L/min，改善肺通气
3.减少静脉回流：半坐位、垂足，四肢轮流
        绑止血带，以减少回心血量
4.利尿剂：静脉给予速尿或托拉塞米
       口服制剂： 轻度心衰   噻嗪类+钾
                     中度心衰  噻嗪类+保钾利尿剂
                     重度心衰  袢利尿剂+保钾利尿
剂



5.血管扩张剂：
     硝普钠维持量300ug/min。低血压时可  
与多巴胺或多巴酚丁胺合用。

6.强心甙及非洋地黄类强心药：
     西地兰、多巴酚丁胺、米力农、氨力农
7.氨茶碱：
     减轻支气管痉挛、扩张冠脉、加强利尿  



快速型心律失常*

缓慢型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



房性期前收缩

提前出现一个变异的P’波；

QRS波一般不变形，P’-R>0.12s；

代偿间歇常不完全。

联律间期

代偿间歇



房性早搏未下传：部分早搏之后无QRS波，且与前面T波
融合不易辨认，P’R可延长。

房性早搏伴室内差异传导：P’波引起的QRS波有时增宽
变形，似右束支传导阻滞图形。



偶发无需治疗

避免精神紧张

阻滞剂/维拉帕
米/胺碘酮

单源性者，射频
消融

针对引起心房扩
大的病因治疗

房性期前收缩



房性心动过速

ECG表现：

直立性P’波，多由房性早搏
形成

 P-R>0.12s。160-220次/
分。 

P波与窦性P波不尽相同。

阵发性交界性心动过速



抗心律失常药物

维拉帕米、阻滞剂

长期：心律平、胺
碘酮或索他洛尔

单源性, 射频消融

治疗基础心脏病

停用洋地黄，补充
钾盐，苯妥英钠。 

房性心动过速



心房扑动
无正常P波，代之以连续的达锯齿状F波 ，F波
间无等电位线，波幅大小一致，间隔规
整，II、III、aVF导联最为明显。

心房频率：250-350次/分；F波常以2：1
或4：1下传，心室律规则。



房扑2:1下传

房扑4:1下传

房扑2:1和4:1交替下传



心房颤动

无正常P波，代之以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f 波，通
常以V1导联最明显，频率为350-600次/分；

心室律绝对不规则，QRS波一般不增宽，有时因室
内差异传导而出现增宽变形的QRS波。



Slow AF

Fast AF



心房颤动

①心功能受损,1/3泵血功能丧失,出现心衰或原有心衰加重。

②心律绝对不规则, 心音强弱不等，心率与脉率不等 （三不等）

③外周动脉栓塞：致残主因。心耳形成附壁血栓。偏瘫，甚至死亡。

④ 显性预激发生AF易室颤而猝死。



一、转复心律

适应证: 病情危重、伴显性预激有室颤危险；诱导心衰加重

1．药物: 奎尼丁、普鲁卡因酰胺、心律平、索他洛尔、胺碘酮

2．直流电复律  常用, >200J以上，同步放电

二、控制心室率

1．药物：阻滞剂或钙拮抗剂（艾司洛尔、维拉帕米）

      心衰者首选洋地黄类药物（西地兰），三者可合用

                  艾司洛尔静脉注射负荷量：0.5mg/kg/min，维持量
自

                    0.05mg/kg/min开始，最大为0.3mg/kg/min

外科迷宫术，射频消融治疗

心房颤动



室性期前收缩

提早出现一个增宽变形的QRS-T波群，QRS时限>0.12s；

T波方向多与主波方向相反，有完全代偿间歇；

早搏的QRS波前无P波，窦性P波可巧合于早搏波的任意位置。



二联律

每个窦性搏动后一个
室早，连续三次以上

三联律

每两个窦性搏动后
出现一个室早，连
续三次以上

？



单形性：

同一导联内，室早
形态相同

多形性：

同一导联内，室早形
态不同，由多个异位
节律点引起



成对室早

连续发生两个室早

连发室早

（短阵室速）



间位性室早 （
插入性室早）
室早刚好插入两
个窦性搏动之
间，不产生代偿
间期

室早刚好落在T
波上。此为易激
动期，极易诱发
短阵性室性心动
过速，此为危险
性心律失常的先
兆。

R on T现
象：



    治疗目的在于预防室速，室颤
和心性猝死

一、无器质性心脏病  

无症状者无需治疗。

症状明显者宜选β阻滞剂或美西
律等药物，避免用Ic、Ⅲ类抗心
律失常药。

二、急性心肌缺血  

首选利多卡因

对洋地黄中毒引起的室早：停
药、补钾、慎用药

三、慢性心脏病变  

冠心病心衰、心梗后：胺碘酮。



室性心动过速
①连续3个以上的室早
②QRS波群畸形，>0.12s，ST-T与QRS方向相反；
③HR:100~250次/min，心律规则;
④窦性P波与QRS群无关，呈房室分离，P波频率较
慢，埋于QRS波群内;多见于器质性心脏病。



非持续性

发作<30s 

（短阵室速）

持续性

发作>30s

兔耳



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
增宽变形的QRS波群围绕基线不断扭转其主波方向。每
约连续出现3~10个同类的波之后即会发生扭转，翻向
对侧

一般发作十几秒内自行停止，但易复发或转为心室颤动





S3  心律失常

急性发作：静注利多卡因同时静滴：1～1.5mg/kg(50～100mg) 首次

                         负荷量静注，必要时每5分钟后重复静脉注射1～2次，但

                         1小时之内的总量不得超过300mg

                         胺碘酮静注:负荷量为3mg/kg，然后以1mg/min维持，6小

                           时后减至0.5mg/min，一日总量1200mg。

                         直流电复律

埋藏式心脏自动转律除颤器

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
QRS-T波群完全消失，出现大小不等、极不匀齐的低
小波，频率 200-500次/分

心音消失，脉搏触不到，血压测不到



电除颤



房室传导阻滞

分类

1 完全性：Ⅲ度房室传导阻滞；不完全性：Ⅰ度和Ⅱ度

2 急性，慢性（间歇发作，持续发作）

3 房室束分支以上，房室束分支以下

诱因

1．药物：洋地黄和其他抗心律失常药物，停药后自动消失

2．损伤性改变：手术，射频消融

                3．传导系统功能性改变：迷走亢进、高血钾、甲功异常



   Ⅰ度AVB，多无症状。第一心音减弱。

    ECG： 1．PR间期延长，成人>0.20秒，儿童>0.18秒；

   2．每个P波后均有QRS波群。

   3． 阻滞发生部位多在房室结，其QRS波群不增宽。

I 度AVB



II 度I型AVB ，莫氏I型， 文氏现象

    1．P-R间期逐渐延长，直至P波受阻与心室脱漏；

    2．R-P间期逐渐缩短，直至P波受阻；

    3．包含受阻P波的R-R间期比两个P-P间期之和为短。

    4 ．阻滞发生部位多在房室结，其QRS波群不增宽。



II度II型AVB，莫氏II型

听诊心律整齐与否取决于房室传导比例改变。

   ECG： 1．P-R间期固定；

2．QRS波群有间歇性脱漏，阻滞程度1:1, 2:1, 3:1, 3:2, 4:3等；

3.   阻滞部位多在希氏束以下，QRS波多宽大畸形。



III度AVB

ECG:  1．P波全部不能下传，与QRS无固定关系。PP、

                     RR间期相对规则

2．心房速率快于心室速率，心房心律可为窦性或起

                     源于异位；

3．心室心律由交界区或心室自主起搏点维持。



S3  心律失常

治疗

增快心率和促进传导

     药物治疗: 1．异丙肾上腺素

            2．阿托品: 老年男性尿潴留。

     人工心脏起搏:

    临时起搏: 心率缓慢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Ⅱ~Ⅲ
度AVB，尤其阻滞部位在房室束分支以下，并发于急性
心肌梗死或心脏手术损伤

    永久起搏器



成人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心肌梗死发生率*

为0.15%，而冠心病(高危)患者为4.1%。

多发生在外科术后前3天。*

手术刺激和术后疼痛致儿茶酚胺大量分泌，术*

后的高凝状态均可促发斑块破裂和冠状动脉内

血栓形成。

心肌梗死



      按照WHO诊断标准对于外科手术患者PMI诊断

要求下列三个条件中至少有两项符合：

1．缺血性胸痛：PMI胸痛发生率低，且疼痛常被

镇痛药和麻醉药所掩盖。

2．心电图动态改变。
3．血清心脏标记物升高：肌钙蛋白T和I特异性

高，但在心梗早期敏感度低可能导致漏诊。

           早期标记物CK-MB或肌红蛋白可以表明肌

钙蛋白的升高是否由于新的缺血事件所致。



药物治疗*

           

       抗血小板治疗：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联
使围手术期大出血危险增加50%。

       普通肝素因易被拮抗故而是最佳选择。

        β受体阻滞剂、ACEI和他汀类药物等。

        溶栓治疗：12h内且已行手术者不适用。



介入治疗*

       IABP：难治性低血压、低心排量状态、多形
性室速或难治性肺淤血等。

       直接PCI：可降低心梗病死率且优于溶栓治

疗，应作为再灌注治疗首选，大量出血危险很

小。

CABG*

           
        



高血压急症*

术后血压升高*

高血压



             指短期内（数小时或数天）血压重度升高，舒

张压＞130mmHg，和（或）收缩压＞200mmHg，

伴有重要器官组织如心、脑、肾、眼底大动脉的严

重功能障碍或不可逆损害。可伴高血压脑病,颅内出

血,不稳定性心绞痛, 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左心衰伴

肺水肿,主动脉夹层及子痫等

    

高血压急症



治疗原则：

迅速降低血压：2小时内平均动脉压应↓<25%; 

合理选用降压药物：选用起效迅速，短时间达到

最大作用，持续时间短，不良反应少的降压药

物。

高血压急症



    降压药物选择与应用

硝普钠：直接扩张动静脉，降低前后负荷。静脉滴注开始

为0.5ug/kg.min，

              常用剂量为3ug/kg.min，极量为10ug/kg.min

硝酸甘油：扩张静脉和选择性扩张冠状动脉与大动脉。主要用于急性心 

         力衰竭或急性冠脉综合征等高血压急症

乌拉地尔：静脉注射缓慢静注10～50mg，维持量初始速度为2mg/min，维

持速度为9mg/min

地尔硫卓

拉贝洛尔

高血压急症



1. 术前做好风险评估，降低手术风险
2. 术后严密观察，防治常见的心脏病发生
    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
    高血压
    心绞痛

总结



感谢参与
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