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ble 1. Symptoms of AF

What is Atrial Fibrillation (AF)?

What are the symptoms of AF?

What causes AF?

How is AF diagnosed?

What complications can happen with AF?

1. Risk of stroke: 

2. Risk of weakened heart muscle: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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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You Need To Know

Table 2. Treatments available for AF

Dr Reginald Liew is a Singapore Heart Foundation committee member. He is also a senior consultant cardiologist at the Harley Street Clinic 
Singapor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theharleystreetclinicsingapore.com.

What is catheter ablation? 

How long will I be hospitalised?

What are the results of catheter ablation? 

What are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AF ablation?

1. Benefits:

2. Risks:

In conclusion, AF is a common and complex heart rhythm disorder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serious problems such as stroke and heart 
failure. The condition should ideally be assessed by a cardiologist 
or heart rhythm specialist to decide on the most appropriate 
treatment.

How is AF t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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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家骏医生是新加坡心脏基金会研究委员会成员。他也是新加坡哈雷街心脏专科诊所的高级心脏病专家顾问。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上网

ဠඐဵሿྌၣ?

导管消融术是一种“微创”手术，采用软导管 称为 导
管 通过大腿根部的血管送入心脏。这是一个复杂的治疗
过程，需要在心导管实验室用专门的设备称为三维定位
系统进行 小时-该设备可让操作者将心脏内部的心电信
息与心脏结构结合起来。这项技术是通过消融导管提供射
频能量，以干扰导致心房颤动的电路-这通常需要在血液
流回左心房的肺静脉周围执行两个大的“消融圈”在大
多数情况下，阵发性房颤的异常心脏节律起源于肺静脉
ă更严重的心房颤动类型需要额外的消融病变和导管，因
而将延长手术时间。心房颤动消融通常是由心脏实验室工
作人员对患者实施轻度镇静和镇痛来进行密切监测。

નᑗኊገᓕᏔࣶ?

患者需要住院 天。大多数患者在第三天出院，尽管患
者可能需要一个星期左右完全康复，但他们在这个阶段完
全可以活动。医生通常会在手术之前安排患者进行心脏
CT扫描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从心脏的“后方”进行心脏
超声波扫描ă患者在导管消融术后约3个月仍需要服用抗
凝血药华法林或新的抗凝血剂ă

ळޚሿྌၣਫྙੜ?

房颤导管消融术的效果在过去几年中已大大提高。一些
阵发性房颤和心脏结构正常的患者的成功率高达
即使停止服药后，心房颤动也没有再发作。更严重的心
房颤动(持续性房颤)患者或如果心脏扩大，成功率就比较
低。如果患者的心房颤动再次发作，或者出现不同的心脏
节律问题，他们需要重复进行手术。重复手术的成功率往
往高于最初的手术，特别是如果只需要实施于少部分的额
外病变。 

ळޚሿྌၣᎌဠඐੑࠀਜ਼ज़ሙ?

ǖ临床研究表明房颤导管消融术在恢复和维持正ࠀੑ/1
常的心脏节律方面比药物治疗更有效。因此，进行这项手
术后不需要终身服药，并可以减少药物相关的副作用。此
外，也有证据显示某些心房颤动和心脏衰竭患者在成功进
行房颤导管消融术后，可以提高心脏功能。 

2/ज़ሙǖ大约 的患者会发生手术相关的并发症。最
常见的并发症是心包渗漏心脏漏出的血液，需要采用心
包穿刺或手术。其它并发症包括大腿淤青、胸闷、心脏病
发作、中风、肺静脉血液从肺部流回心脏)狭窄，还有一
个非常罕见的并发症，称为房室食管瘘心房和食道或食
管之间形成瘘口。房颤导管消融术的死亡率非常低。

总之，心房颤动是一种常见和复杂的心脏节律紊乱，与中
风和心脏衰竭等严重问题相关。这种状况应该由心脏病专
家或心脏节律专家进行评估，以决定最适当的治疗方法。

ྙੜᒤ೦ቦळࣅޚ?

心房颤动的治疗很复杂，这取决于几个因素，比如患者
的状况、年龄以及是否有任何其它心脏或医疗状况。医
生将采取的主要决策之一是尝试恢复或维持正常的窦性
心律“节律控制”策略或允许保持房颤的节律，但小心
控制整体心脏速率“速率控制”策略ă确切的治疗方法
和用药选择将根据医生和患者决定的治疗策略而定。表
中列出心房颤动的各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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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
 - 维持正常的窦性心律节律控制
� - 控制房颤的心脏速率速率控制
心脏电复律

 - 恢复窦性心律
导管消融术 

 - 保持/恢复窦性心律，减少复发
永久性起搏器植入

 - 防止心脏速率慢，头晕/晕厥 
房室结消融术和起搏器植入

 - 如果病人在经过其它治疗后仍有房颤的症状， 
 这将是治疗房颤的“最后手段”。

心悸心跳异常
呼吸短促
疲劳
头晕或昏厥
胸部疼痛
中风的症状如身体某个 

 部分虚弱或口齿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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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心脏节律异常，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
计的人们患上心房颤动。心房颤动的发生率会随年龄增加
而逐渐增高-30岁以下的人比较少患上心房颤动，每 名
岁以上的人就有 即 人患上心房颤动。

正常人的跳动是由心脏右上方右心房的心脏组织的一个小
区域控制，称为窦房节图 ă从窦房结产生的电信号，通
过心脏特有的传导组织激活其余部分的心脏肌肉，使心脏
有规律地收缩，将心室的血液泵送到身体的其它部位。当
发生心房颤动时，窦房结无法控制心脏的跳动，心跳的节
奏变得混乱而不规律。心房不能将血液泵入心室 - 这不仅减
低心脏效率，同时也增加心房形成血液凝块的风险。

ቦळࣅޚᑸᓨᎌቋ?

大多数心房颤动的患者都会有一些症状如表 所示ǈ但少
部分的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他们是在身体检查时被医
生发现患上心房颤动。
 
心房颤动可以持续存在持续性或长期性房颤，或可能是间
歇性的 称为阵发性房颤 。这两种类型的房颤患者都会出
现上述症状。此外，当阵发性房颤患者的心脏节律突然变
化，他们往往很清楚心房颤动发生的时刻。这些突发性和

不可预知的变化会同时令患者
难受和痛心，也会在发作期间
引起其它的房颤症状。

有些患者可能会注意到自己发
生心房颤动会比他们心脏节律
正常时感觉更疲倦及虚弱。

ቦळဵࣅޚᎅဠඐᏇፐ?

心房颤动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与其它心血管疾病有很
大的关系，如高血压、心脏衰竭、心脏瓣膜疾病和冠状
动脉疾病。心房颤动也与心脏以外的其它状况有关，如
过度摄入酒精与甲状腺功能亢进。有一小部分的心房颤
动患者没有明显的原因，他们的心脏看似正常 - 这种类
型的心房颤动称为“孤立性房颤”。

ྙੜᑧࣥቦळࣅޚ?

心房颤动通常在医生发现患者的脉搏跳动不规律后首次
被发现，接着进行心电图或当患者出现心房颤动的相关
症状，做心电图来记录心脏节律。如果患者的心房颤动
来得快也去得快，则可能需要使用 小时持续心电图检
测或心脏事件记录可监测心脏节律 个星期进行长时
间的心脏监测，以确认患者是否有心房颤动。

ቦळ݀ࣅޚखᑸᎌቋ?

1/�ᒦज़ज़ሙǖ心房颤动会增加心腔内部形成血块的风
险。如果血块脱落，随血液进入大脑，可导致中风。为
了减少这种风险，医生会给患者开抗凝血药，如阿司匹
林、华法林或较新的抗凝血剂。心房颤动引发中风的风
险涉及到几个因素，包括患者的年龄、整体心脏健康和
其它因素，如患者是否也有高血压或糖尿病。医生将评
估患者中风的风险，并决定最合适的抗凝血药。

2/�ቦᏺ૫ྔນྦྷज़ሙǖ心房颤动有时会使心脏肌肉
不能正常地向身体各部分泵血，导致患者感觉虚弱和疲
劳。此外，如果没有控制好心率，心房颤动可导致一些
患者心肌衰弱和心脏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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