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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脏猝死危险但未置入 ICD 患者的新选择
——2016 年 AHA 关于穿戴式心脏除颤仪预防心脏性猝死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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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项临床研究证实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

（ICD）可以降低高危患者的死亡，但美国每年发生

心脏性猝死（SCD）的 30 万人中，大多数并不符合目

前植入 ICD 的适应证，而这些患者很可能会从自动

除颤仪中获益。这主要包括两类患者：一类是明知

有心脏猝死风险，如冠状动脉重建术后、新诊断的

急性心肌梗死或缺血性心脏病等，但并未达到 ICD

的适应证；第二类是有明确的 ICD 使用指征，但同

时也存在植入 ICD 禁忌证的患者，如活动性感染或

预后不明等。穿戴式心脏除颤仪（WCD）主要适用于

那些有心脏猝死发生危险、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

立即植入 ICD 的患者。

由于WCD 的使用率不断提高、以及临床心血

管病医生对WCD 的使用指征知之甚少，美国心脏

病协会（AHA）制定了这份科学指南 [1]，对WCD的

独特工艺、临床定位以及可替代疗法三个方面进行

了描述。但由于支持WCD 应用的前瞻性研究证据

尚少，尤其是已发表的、随机性临床试验的缺少，

因此这份指南仅提供了临床治疗建议。WCD的应用

由患者和医生共同决定，医患双方均应认识到WCD

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不确定性，需要医患双方

针对风险与获益深入沟通。

1  心脏性猝死的预防与流行病学

非住院患者发生的心脏停搏约三分之一是由于

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导致的，快速电复律可以

救命，但大部分患者并未得到及时的电复律。从致

命性心律失常发生到电击复律所需的等待时间，是

患者能否成功复苏的关键因素。如未及时进行心肺

复苏，由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引起的停搏，每

耽搁 1 分钟除颤，生存率就会下降 7%~10%；即便

进行了心外按压，等待电复律所需的每分钟也会使

生存率下降 3%~4%。在美国，每 5个发生室性心动

过速或心室颤动引起心脏停搏的患者中，幸存人数

不足 1人。因此，近年来有关心脏猝死的危险分层

与筛查，以及对高危患者植入 ICD 的研究举世关注。

2  关于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

ICD 可持续监测患者的心脏节律和心率，在潜

在致命性心律失常发生后经过很短的自动诊断时间

和充电时间即可自动放电进行电复律。对于心脏骤

停的高危患者，包括 SCD 幸存者、曾有室性心动过

速或心室颤动发作者、射血分数降低的缺血性和非

缺血性扩张型心肌病者、有 SCD 家族史者等，植入

ICD 能够明显减少猝死，但存在需手术植入、长期

电极导线留置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反应等问题。皮下

ICD 能够减少（但不能避免）这些问题，已被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使用并证明有效，但有关

皮下 ICD 与经静脉植入导线 ICD 的疗效对比研究资

料尚少。

目前 FDA批准的有关 ICD的植入指征已被广为

接受，且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高危患者植入 ICD能

够减少猝死。但对于有高危风险、但尚未确定 ICD

植入能带来益处的患者，处理方式一直存有争议。

例如，心肌梗死 40 天内伴左心室功能不全

的患者，因有急性心肌梗死后除颤器的应用研究

（DINAMIT 研究 )、即刻风险评估改善生存率研究

（IRIS 研究）两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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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心肌梗死早期植入 ICD，尽管能降低 SCD 发

生率，但不降低全因病死率。一项纳入 89 例特发

性扩张型心脏病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注册登记中，

42%的患者心功能恢复而不符合ICD的植入适应证。

2014 年美国心律学会（HRS）联合美国心脏病学会

（ACC）和 AHA发布的专家共识，建议对于急性心肌

梗死合并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并符合心脏性猝死一

级预防指征的患者，在发生急性心梗的 40 天内，不

推荐植入 ICD。而这些患者在等待的 40 天内面临着

SCD的危险。

再比如，对于急性心肌梗死 40 天内伴心动过

缓起搏适应证的患者，如果患者需要永久起搏治疗，

同时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35％，预计其左心

室功能 40 天内不能恢复者，则应考虑植入 ICD，以

避免二次手术更换为 ICD 治疗的风险、减少患者手

术次数及手术相关并发症，并可降低经济负担。但

若预计患者左心室功能 40 天内可以恢复者，则植入

心脏起搏器即可。尽管 2014 年 HRS/ACC/AHA 专家

共识已经放宽：心肌梗死后 40 天内的患者，若需要

永久起搏治疗并符合 SCD 一级预防指征，且不能确

定左心室功能是否能恢复或左心室功能预计不能恢

复，推荐植入 ICD。但不少患者在等待的这 40 天内，

仍是 SCD的高危人群。

再有，对于急性心肌梗死 40 天内伴快速室性

心律失常的患者，在急性心肌梗死早期发生室性快

速心律失常的风险很高，是住院病死率的独立预测

因子。GUSTO-1 研究入选的 40 895 例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中，10.2％出现快速持续性室性心律失常，

这些患者院内病死率和 30 天病死率均明显升高。

APEX-MI 研究也发现急性心肌梗死室性心律失常

组 90 天的病死率明显高于无室性心律失常的患者。

2014 年 HRS/ACC/AHA 专家共识已经放宽对部分患

者的 ICD 适应证，包括心肌梗死后 40 天内的患者，

若曾在心肌梗死 48 h 后出现持续（或血流动力学显

著改变）的室性快速心律失常，且无进行性心肌缺

血，推荐植入 ICD，即便该心律失常可行导管消融

治疗，植入 ICD 仍可获益。而如果有明确证据提示

这些心律失常的发生与心肌缺血相关，并且可通过

合适的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纠正，则不推荐植入 ICD。

如果心肌梗死后 40 天内发生晕厥，并与室性快速心

律失常有关（病史、记录到的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

速或心内电生理检查），植入 ICD 获益。但很多患

者在等待中仍属于 SCD高危患者。

更高危的患者是，在急性心肌梗死 40 天内，

等待心脏移植或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的患者，不属

于植入 ICD 的适应证。

一项缬沙坦用于急性心肌梗死的研究中，21%

的猝死和心脏骤停复苏都发生在急性心肌梗死后

的 30 天内，且相当一部分（51%）是心律失常性的，

其中急性心肌梗死一个月内发生的大多数猝死和心

脏骤停（均复苏成功）的患者在出院时临床情况均

稳定。

3  关于穿戴式心脏除颤仪

WCD 包括独特的感应装置和放电装置，使其

不同于其他形式的除颤。WCD装置包括两部分，一

个可穿戴的背心和一个由电池提供能量的监测除颤

器。WCD应用的监测算法（包括室性心动过速和心

室颤动）的敏感性 90%~100%，特异性 98%~99%。

研究中的不适当电击的发生率约 1%~2%。

当WCD 监测到心律失常后会自动启动检测和

治疗。一旦达到了心律失常的图形、节律、频率等

标准，WCD 会启动患者应答检测，包括发出震动、

声光报警，如果患者认为无明显心悸而有可能是误

感知，则按下反应按钮，WCD 的检测进程就会中

止，不再放电复律。如果患者未按下反应按钮，则

WCD会自动充电、并通过背心上的电极进行电击复

律，依心律失常的类型（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

以及设定的程序不同，从监测到实施电击约需 25 秒

~60 秒。WCD 的双相电击能量在 75 焦耳 ~150 焦耳

之间，电击后的转复率在 69%~99% 之间。WCD 能

够发放 5次电击，一旦设备进行过电击治疗，套装

和电极就必须更换。绝大多数的 WCD 疗效来自于

成人，9 岁 ~17 岁的儿童也有报道。儿科应用的

关键挑战是如何适应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相对小的

躯体。

FDA 已经批准了WCD 在经过筛选的具有心脏

骤停猝死危险因素的患者中应用。WCD应用的禁忌

证包括：带有单极起搏器（心房或心室起搏）的患者，

因为起搏刺激会干扰WCD心律失常的识别；对患者

反应性测试刺激无法察觉，或无法做出反应的人群。

除禁忌证外，WCD 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最重

要的是WCD 没有起搏功能，不能提供电击复律后

的心率支持。此外，患者的顺从性、个人体质以及

电击可能造成的继发疼痛甚至皮肤烧伤等也需要考

虑。在制定指南时也没有关于WCD 治疗的随机试

验完成。因此，在与替代疗法（或者不治疗）的对比

疗效上并没有决定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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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穿戴式心脏除颤仪的临床应用实践
对WCD 进行临床评估最早的两项研究分别是

穿戴式除颤仪研究型试验（WEARIT 研究）和 ICD

患者等待期心律失常致死的危险研究（BIROAD 研

究）。这两项前瞻性研究入组的 289 例患者中，8次

放电中有 6 次（75%）WCD 复律成功。12 例死亡

患者中一半是突发的，且患者未按照指导的方式佩

戴WCD。但由于WCD舒适度问题和不良反应，约

四分之一患者（289 例中的 89 例）中止了研究。在

2002~2006 年间，美国共 3569 例患者佩戴WCD 至

少一天（平均 53±70 天）。因为不适和不良反应而

导致WCD 使用中止的有 14%。WCD 的使用指征

包括 ICD 取出（23%）、ICD 植入前的室性心律失常

（16%）、近期心肌梗死（16%）、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CABG）后（9%）和近期新诊断的左心室射血分

数（LVEF）≤ 35% 的心脏病（28%）。在一项总计

143 643 人年的使用中，59 例患者发生了 80 次持续

性室性心动过速和心室颤动（1.7%/ 人年），大多发

生在 ICD 取出的患者（5.2%）。初次电击的有效率是

99%（80 次中的 79 次），室性心动过速和心室颤动

发生后的幸存率为 90%（80 例中的 72 例）。

一项对传统 ICD 指征患者使用 ICD 和 WCD

的单中心队列研究结果表明，ICD 与 WCD 组的

生存率相似（3 个月死亡率分别是 3.6% 和 4.4%，

P=0.256）。WCD 组患者 2% 遭受了不适当的电击
（每月 1.4%）。导致WCD 不适当电击的原因包括：

信号杂音（68%）、室上性快速心律失常（27%）、非

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6%）、心电图检测数据的丢

失（4%），以及未能启动反应按钮等。其他研究中

WCD患者的不适当电击发生率为 1.9%~5.9%。

一项急性心肌梗死后 90 天内（中位时间 16 天，

62% 患者血运重建术，77% 的患者 LVEF ≤ 30%）

且使用WCD 的 8453 例患者中，1.6% 的患者经历

了适当的电击。另一项对近期接受血运重建术、

LVEF ≤ 35% 且未植入 ICD 的 4149 例患者进行的

研究中，使用WCD 的 809 例患者生存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CABG 后两组的生存率分别为 7%（WCD

组）与 3%（对照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

后则为 10%（WCD 组）与 2%（对照组）。WCD组

1.3% 患者经历了对室性心动过速和心室颤动的适当

电击。

正在进行中的针对猝死的穿戴式预防试验

（VEST 研究）及WCD登记注册（NCT01446965）将评

估心肌梗死后 7 天内 LVEF ≤ 35% 的患者WCD 的

应用效果。

4.2  穿戴式心脏除颤仪治疗的潜在指征 
 （1）ICD 装置感染以及取出后不能及时再植入

时。当患者有 ICD 指征，但又有暂时的 ICD 使用禁

忌证或冲突（比如感染） 时，可以考虑使用WCD。

 （2）心肌梗死后。对于具有增高的 SCD发生危

险因素、ICD 可降低 SCD 发生率但不能降低全因死

亡率（如心肌梗死后 40 天内）的患者，使用WCD在

过渡阶段预防 SCD发生。

 （3）由于CABG和 PCI 后相当一部分患者LVEF

会有明显提高，因此在 CABG 或 PCI 后长达 90 天

的 ICD 植入一级预防等待期（美国医疗保险规定）

内，部分患者仍属于 SCD 高危，WCD 可提供这个

过渡期的保护。

 （4）有 ICD 指征但由于某些因素未植入 ICD 的

患者又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或进行血运重建治疗，即

使有理由认为血运重建术后由于心肌休眠细胞复苏

或后期的心室重构可使心脏功能提升，WCD可能也

是有效的过渡性保护选择。

 （5）新诊断的非缺血性扩张型心肌病。由于经

药物治疗可能提升心功能且既往研究并未证明 ICD

早期植入能带来益处，美国医疗保险建议对这部分

患者推迟 ICD 应用，然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WCD

对有心律失常致死高危致病因素（如高级别的室性

异位心律、非连续性室性心动过速）的患者可能是

适用的。

 （6）心脏预后不确定时。当 SCD危险因素在变

化中、或不确定、或 SCD 危险因素强度与非心律失

常致死或者总死亡率关系不明时，WCD可作为理想

的短期使用的过渡性保护选择。围产期心脏病、心

肌炎、应激性心肌病、心动过速性心肌病、甲状腺

功能亢进性心脏病、以及曲妥单抗所致的心脏病等

大多数心功能可恢复的心脏病，有高危 SCD 发生

因素时也可短期应用WCD 进行过渡性保护。目前

的指南不建议对“预期生存率不足 1年”的患者植入

ICD 治疗 , 但是由于部分患者的预后难以预测，又

不排除好转的可能性，可以考虑使用WCD 以增加

做出判断的时间。

 （7）非心脏预后不确定时。有 ICD 植入指征时

也可能并发一些非心脏的其他相对的或暂时的 ICD

植入禁忌证。WCD的应用可能提供额外的时间来确

认这些并发疾病的严重性和可恢复性。但是WCD

不适合在患者非心律失常危险因素远远大于心律失

常危险因素时应用，尤其是当患者的预计生存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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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6个月的时候。

 （8）等待移植和接受机械循环支持的患者。由

于心脏疾病的严重性，以及移植前强心药物应用会

增加患者发生室性心律失常的风险，等待心脏移植

的患者有包括 SCD 致死在内较高的死亡率。而心脏

移植能终止这些危险因素，因此相对 ICD 而言WCD

的短期过渡应用更适合。

 （9）等待患者做决定的时期。尽管 ICD 在提高

特定人群生存期的收益已经很清楚，但是患者做出

接受永久性器械植入的决定依旧是一个相对复杂的

过程并且需要时间，在此期间WCD 可以提供一个

暂时性预防 SCD作用。

5  穿戴式心脏除颤仪的局限性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危险度分层依旧是患者WCD 治疗方案选择的

主要挑战。此外，如何确认患者心律失常致死危险

因素隐藏下的非心律失常致死的危险因素，同样具

有挑战意义。目前亟需规范设计的随机分组试验，

其中 VEST 研究在 2015 年招募了逾 1700 例患者，

预计在 2016 年底完成。

尽管 WCD 的使用量在临床上不断增加，但

提高 SCD 风险患者生存率的证据仍很有限。由于

对比数据的缺少，WCD 治疗的成本收益比也仍不

确定，但成本收益比肯定会受使用过程中需 WCD

放电治疗心律失常事件或死亡患者数量的影响。

通过增强危险分层，减少在低危患者中 WCD 的使

用，可大幅度地降低救助患者生命所需要的整体

成本。

未来，随着更简单小巧的WCD 的出现，或通

过增加患者依从性和耐受性，降低价格，提高投放

率，会促使更多人使用WCD并进一步提升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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