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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聚会，“谁”伤了你的心
——交感风暴致反复心室颤动及心搏骤停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李润琰，施海法，綦岩，范天凤，张小松
【摘要】

交感风暴是由心室电活动极度不稳定而导致的一种恶性心律失常，病情危重并易引发心源性猝死。本

文报道了 1 例交感风暴致反复心室颤动及心搏骤停患者并进行了文献复习，探讨了交感风暴的发病机制及救治要点，
以期提高急诊科医师对交感风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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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mpathetic storm is one kind of malignant arrhythmias caused by extreme instability of ventricular

electrical activity，which is critically ill and easy to cause sudden cardiac death. This paper reported a case with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and sudden cardiac arrest caused by sympathetic storm，reviewed the pertinent literatures，discussed the
pathogenesis and main points of remedy，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sympathetic storm in emergency phys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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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感风暴又称电风暴，最早由 VERMA 等［1］于 2004 年提

出，其是由心室电活动极度不稳定而导致的一种恶性心律失常，
病情危重并易引发心源性猝死。2014 年，欧洲心律学会（EHRA）、
美国心律学会（HRS）、亚太心律学会（APHRS）共同发布的
［2］

《EHRA/HRS/APHRS 室性心律失常诊疗专家共识》

中将交

感风暴定义为 24 h 内发生 3 次及以上室性心动过速和 / 或心

室颤动，且每次持续时间 >30 s，间隔时间 >5 min，多伴有血

流动力学异常并需立即行体外电复律或电除颤或体内植入心
脏复律除颤器（ICD）等，是一组临床紧急症候群。由于交感

1

病例简介

患者，男，63 岁，主因“意识不清 20 min”于 2018-08-

04 入住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患者在同学聚会上少量饮酒

后突发意识不清并摔倒在地，同学现场行心肺复苏术并呼叫
“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查体发现患者无自主呼吸、颈

动脉搏动消失，行心电图检查提示心室颤动（见图 1A），立
即行心肺复苏术、电除颤并运送至医院。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

史，但用药史不详。入院查体：脉搏为 50 次 /min，呼吸频率
为 15 次 /min，血压为 117/75 mm Hg（1 mm Hg=0.133 kPa），

风暴患者死亡风险极高，因此临床医师需快速识别并进行紧

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为 86%；意识不清，呼之不应，双

急救治，及时明确病因并进行对症处理。本文报道了 1 例同

及明显干、湿啰音，心脏各瓣膜区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

侧瞳孔直径均为 4 mm，对光反射迟钝；双肺呼吸音粗，未闻

学聚会后交感风暴所致反复心室颤动及心搏骤停患者，并进

腹软，腹部查体不配合；四肢肌力查体不配合，肌张力正常，

行了文献复习，探讨了交感风暴的发病机制及救治要点，旨

病理征未引出。患者入院后立即建立静脉通路并给予地塞米

在提高急诊科医师对交感风暴的认识及诊治水平。

松 10 mg 静脉注射、碳酸氢钠注射液 250 ml 静脉滴注，并完
善相关检查。

056000 河北省邯郸市，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通信作者：施海法，E-mail：gongdashihaifa@163.com

入院后 46 min 心电监护仪提示心室颤动（见图 1B），脉

搏为 202 次 /min，呼吸频率为 28 次 /min，血压为 189/5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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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SaO2 为 92%；立即给予肾上腺素 1 mg 静脉注射并行电除

抗凝等。患者住院期间心电图监测未发现动态 ST-T 改变，入

监护仪示脉搏为 56 次 /min，呼吸频率为 10 次 /min，血压为

吸机辅助呼吸；入院第 12 天基本能正确回答问题；入院第 13

颤、心肺复苏术，1 min 后患者恢复窦性心律，3 min 后心电

232/52 mm Hg，SaO2 为 74%，立即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
呼吸并给予阿托品 1 mg 静脉注射，因患者烦躁不安而给予丙

泊酚镇静，后由医护人员陪同收入急诊重症监护病房（ICU）；
入院后 1.5 h 患者再次出现心室颤动（见图 1C），给予非同
步双向波 200 J 电除颤 1 次，除颤成功。由于患者短时间内频
发心室颤动，因此考虑为“交感风暴”，给予艾司洛尔 0.2 g

溶于 0.9% 氯化钠溶液 30 ml 静脉泵注，泵注速度为 5 ml/h，
同时给予咪达唑仑、吗啡、丙泊酚镇静镇痛，多巴胺升压。

辅助检查：床旁心脏彩超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为

46%，短轴缩短率降低；动脉血气分析及血电解质检查结果
示 pH 值为 7.3，HCO3 为 11.9 mmol/L，碱剩余（BE）为 13.3
-

mmol/L，动脉血氧分压（PaO2）为 119.2 mm Hg，动脉血二氧

化 碳 分 压（PaCO2） 为 26.7 mm Hg，K+ 为 2.96 mmol/L，Na+

为 140.40 mmol/L，葡萄糖为 9.5mmol/L；心肌酶谱变化见表 1；
急诊生化检查结果示血钾为 3.6 mmol/L，乳酸为 8.9 mmol/L；
血常规、凝血六项、颅脑 CT 检查结果均未见明显异常，胸部
CT 因患者烦躁不安、配合欠佳而未完成。

入院第 1 天 15:10
入院第 1 天 18:41
入院第 2 天 08:51
入院第 3 天 08:52
入院第 4 天 06:28
入院第 5 天 10:01
入院第 6 天 09:16
入院第 8 天 06:31

肌红蛋白

肌钙蛋白

65

<0.01

876

5.63

660
585
208
147
106
60

0.83
4.02
1.94
1.58
1.03
0.40

天行肺动脉 CT 血管造影（CTA）示左肺上叶动脉及其部分分
支栓子形成（见图 2）；入院第 15 天转心内科并行冠状动脉

造影示右冠状动脉近段节段性狭窄（狭窄率约为 40%），中
间支近中段弥漫性狭窄（狭窄率约为 90%），左前降支中段

弥漫性硬化、管腔重度狭窄（最大狭窄率为 95%）、TIMI 血
流分级 3 级，左心室后支节段性狭窄（狭窄率约为 80%），
回旋支根部局限性狭窄（狭窄率约为 80%），钝缘支近段节

段性狭窄（狭窄率约为 90%），见图 3，建议行冠状动脉旁
路移植术。
2

2.1

讨论
交感风暴概述

交感风暴是一种恶性心律失常，病情危

急，其主要与室性心律失常反复、连续发作有关，自发性终
止的可能性较低。多数交感风暴由单形性室性心动过速导致，
少数交感风暴由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导致，其可
见于心肌结构性改变所致心律失常患者，也见于遗传性心律
失常综合征患者。CONTI 等［3］研究结果显示，急性心肌缺血
是导致交感风暴的主要原因，电解质紊乱及药物不良反应也
可引发交感风暴；SORAJJA 等［4］研究结果显示，植入右迷走

表 1 患者心肌酶谱变化（ng/L）
Table 1 Changes of myocardial enzyme of the patient

时间

院第 11 天意识转清并具备拔管指征，拔出气管插管、停止呼

肌酸激酶同工酶
2.49

37.86
53.62
20.85
13.27

神经刺激器、肺炎球菌性脑膜炎、J 点升高、泮托拉唑、社区
获得性肺炎所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等也可引发交
感风暴；GUERRA 等［5］研究结果显示，交感风暴是一项强死
亡风险因素，单形性室性心动过速、心律失常、LVEF 降低患

者及采用 ICD 进行二级预防、采用Ⅰ类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
者是交感风暴的高危人群。
2.2

交感风暴的发病机制

目前，研究认为交感风暴的发病

9.65
6.07
5.39

注： 肌 红 蛋 白 参 考 范 围 为 0~50 ng/L， 肌 钙 蛋 白 参 考 范 围 为
0~0.01 ng/L，肌酸激酶同工酶参考范围为 <5.00 ng/L

初步诊断：（1）恶性心律失常；（2）心肺复苏术后；（3）
心源性晕厥；（4）急性冠脉综合征；（5）心源性休克；（6）
肺栓塞？（7）高血压 3 级，很高危；（8）头部创伤。治疗：

注：左肺上叶动脉及其部分分支栓子形成（箭头所指处）
图 2 患者肺动脉 CTA 检查结果
Figure 2 Pulmonary artery CTA examination results of the patient

A

B

给予镇静、活血化瘀、改善细胞氧供及血液循环、营养脑神经、

注：A 为第 1 次心室颤动，B 为第 2 次心室颤动，C 为第 3 次心室颤动
图 1 患者 3 次心室颤动时心电图检查结果
Figure 1 ECG examination results of the 3 times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of the patient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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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F
注：A、B、C、D、E、F 分别示右冠状动脉、中间支、左前降支、左心室后支、回旋支、钝缘支狭窄（箭头所指处）
图 3 患者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
Figure 3 Coronary angiography results of the patient

机制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1）交感神经过度激活：急性

反应包括腹泻、尿潴留、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氟卡尼

儿茶酚胺大量释放并作用于相应受体，造成细胞膜离子通道

阻断延迟整流器的快速部件 K+ 电流，其最常见的非心脏不良

冠脉综合征、心力衰竭、情绪激动等导致交感神经过度激活、
构型改变，Na 、Ca 内流及 K 外流，继而引起心室颤动阈
+

2+

+

值降低及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发生风险升高，最终引发交感风

属Ⅰ C 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可阻断心脏 Na+ 通道，但会同时
反应包括视力模糊和头晕，常见心脏不良反应包括左心室收
缩力降低及心力衰竭加重。

WASHIZUKA 等［8］研究结果显示，盐酸尼非卡兰治疗重

暴；同时发作性心室颤动及电除颤对机体来讲是双重打击，
可进一步加重脑缺血并导致中枢交感神经兴奋，继而形成恶
性循环；（2）心脏 β 受体活性升高：分布于心脏的受体主
要是 β2 受体，交感神经释放的肾上腺素可通过激活 β2 受体
而增加心室复极离散度，继而引发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及交感
［6］

风暴

；（3）希氏束浦肯野纤维传导异常：浦肯野纤维向

心室肌传导的电活动存在异向性，激动顺向传导（P → M）

时局部电流从二维结构流向三维结构，激动逆向传导（M → P）
时局部电流从三维结构流向二维结构，由于局部电流传导维

度不同、逆向传导过程中导致心室颤动阈值降低、逆向传导
与顺向传导相比电流存在一定衰减等，因此传导电流接近阈
值时导致顺向传导单向传导阻滞，继而导致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反复发作等［6］。
2.3

交感风暴的治疗
药物治疗

交感风暴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

治疗的反复发作的交感风暴患者发生室性心律失常。
2.3.2

手术治疗

交感风暴的手术治疗方式包括 ICD、导管

消融术（包括星状神经节消融、心脏局部消融、肾脏交感神
经消融），但目前导管消融术的最佳时机及是否能降低长期
死亡风险尚不清楚［10］。
2.3.3

辅助治疗

交感风暴的常见辅助治疗包括镇静治疗和

机械通气，其中镇静治疗能快速抑制导致交感风暴的物质儿
茶酚胺的过量释放，对于稳定患者病情至关重要，但血流动
力学和 / 或呼吸不稳定者应慎用苯二氮

类镇静药物，可联

最新研究表明，体外膜氧合可作为一种拯救交感风暴患者生
命的技术手段，但其应用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12］。

交感风暴的常用治疗药物包括 β- 受体阻

滞剂、胺碘酮、利多卡因、美西律、奎尼丁、氟卡尼、异丙
肾上腺素、维拉帕米等，其中 β- 受体阻滞剂为一线治疗药物，
且是目前唯一被证实可降低心源性猝死风险的药物。2006 年
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病协会（AHA）、欧洲
心脏病学会（ESC）联合发布的《ACC/AHA/ESC 室性心律失
常治疗与心脏性猝死预防指南》指出，静脉滴注 β- 受体阻
滞剂是治疗交感风暴的唯一有效方法，应尽可能地使用或加
大此类药物用量。CHEN 等

失常特性的新型抗缺血药物雷诺嗪可长期有效抑制采用 ICD

合机械通气以改善呼吸功能、创造镇静药物使用条件［3，11］。

手术治疗和辅助治疗。
2.3.1

度交感风暴安全有效；MARGOS 等［9］研究表明，具有抗心律

［7］

研究结果显示，与 β1- 受体阻

滞剂美托洛尔相比，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普萘洛尔治疗
交感风暴的疗效较好，其原因在于普萘洛尔的 β2- 受体阻滞

作用及预防低钾血症。

胺碘酮属Ⅲ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具有 K 通道阻滞作用，
+

可通过有效延长心肌动作电位及心肌不应期而终止室性心动

2.4

2.4.1

救治经验总结
急诊科救治心搏骤停的临床思路

遇到心搏骤停患者，

首先应考虑常导致心搏骤停的十二大原因，即 6H 和 6T，
其中 6H 包括缺氧（hypoxia）、低钾血症 / 高钾血症及其他

电 解 质 异 常（hypokalemia/hyperkalemia and other electrolyte
disturbance ）、低体温 / 高体温（hypothermia/hyperthermia）、

低糖血症 / 高糖血症（hypoglycemia/hyperglycemia）、低血容
量（hypovolemia）、酸中毒（hydrogenion-acidosis），6T 包括

毒物 / 药物中毒（tablets overdose）、心包填塞（tamponade）、
肺栓塞（thrombosis-pulmonary）、冠状动脉栓塞（thrombosiscoronary）、 气 胸 / 哮 喘（tension-pneumothorax/asthma）、 创
伤（trauma）。本例患者入院时 SaO2 为 86%，体温正常，血
压为 117/75 mm Hg，无过量药物使用史及群发食物中毒，无

创伤、气胸、哮喘病史，心脏彩超检查未发现心包填塞，乳

过速或心室颤动，但长期应用胺碘酮可能导致甲状腺、肝脏、

酸偏高（8.9 mmol/L）但阴离子间隙正常（为 9.2 mmol/L），

失常药物，可有效缩短动作电位，但具有一定中枢神经系统

患者心搏骤停可能与低钾血症、肺栓塞、冠状动脉栓塞等有关；

肺脏、皮肤及眼睛损伤。利多卡因及美西律属Ⅰ B 类抗心律
毒性，表现为嗜睡、震颤及癫痫发作等；此外，其还可能导
致心动过缓和心搏停止。奎尼丁属Ⅰ A 类抗心律失常药物，

可阻断快速向内 Na+ 电流，但会同时阻断 K+ 电流，常见不良

考虑与心肺复苏术有关；入院时 K+ 为 2.96 mmol/L，因此考虑
后经询问患者家属得知患者平素喜爱跳舞、无周期性麻痹现
象，进一步行醛固酮、甲状腺功能八项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
排除低钾血症，最终经肺动脉 CTA 检查证实为肺栓塞、经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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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动脉造影检查证实冠状动脉多支重度狭窄。
2.4.2

心肌酶谱动态变化的临床思路

肌红蛋白一般于心肌

梗死后 2 h 内升高并于 12 h 达到高峰，24~48 h 恢复正常；心
肌肌钙蛋白 I（cTnI）或心肌肌钙蛋白 T（cTnT）一般于心肌
梗死后 3~4 h 升高，其中 cTnI 于 11~24 h 达到高峰、7~10 d

降至正常，cTnT 于 24~48 h 达到高峰、10~14 d 降至正常；肌

酸激酶同工酶一般于心肌梗死后 4 h 升高，16~24 h 达到高峰，
3~4 d 恢复正常。本例患者心肌酶谱变化相对滞后，考虑与心
肺复苏术有关；住院期间心电图虽未发现 ST-T 段动态演变，

但鉴于患者病情危重、反复发生心室颤动，因此不能完全排
除冠状动脉闭塞，后行冠状动脉造影证实冠状动脉多支重度
狭窄，提示临床工作中不能单纯依靠无心电图 ST-T 段改变、
认为心肺复苏术造成心肌酶谱升高而排除冠状动脉闭塞。
2.4.3

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交感风暴的机制

急性冠脉综合

征导致交感风暴的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 10 个方面：（1）内
源性儿茶酚胺含量急剧升高；（2）交感神经激活导致离子通

道功能紊乱；（3）心室颤动阈值降低；（4）折返通道形成；（5）
血钾异常；（6）再灌注损伤；（7）自主神经重构；（8）复

极异常〔缺血性 J 波、T 波电交替（TWA）〕
；
（9）除极异常；
（10）
室性期前收缩引发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等［13］。急性心肌梗死多
由左前降支或右冠状动脉近端闭塞导致，患者由于冠状动脉

血栓形成和 / 或痉挛而导致心肌缺血、缺氧及坏死，易诱发交

感风暴。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是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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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RS expert consensus on ventricular arrhythmias［J］.
Heart Rhythm，2014，11（10）：e166-196.DOI：10.1016/
j.hrthm.2014.07.024.

［3］CONTI S，PALA S ，BIAGIOLI V，et al.Electrical storm：A

clinic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overview［J］.World J Cardiol，
2015，7（9）：555-561.DOI：10.4330/wjc.v7.i9.555.

［4］SORAJJA D，MUNGER T M，SHEN W K.Optimal antiarrhythmic

drug therapy for electrical storm［J］.J Biomed Res，2015，29（1）：
20-34.DOI：10.7555/JBR.29.20140147.

［5］GUERRA F，SHKOZA M，SCAPPINI L，et al.Role of electrical

storm as a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risk factor and its clinical
predictors：a meta-analysis［J］.Europace，2014，16（3）：
347-353.DOI：10.1093/europace/eut304.

［6］武秀丽，李晶洁 . 交感风暴发生机制及治疗［J］. 国际心血管病
杂志，2013，40（4）：206-209.DOI：10.3969/j.issn.1673-6583.
2013.04.005.

［7］CHEN P S，DOYTCHINOVA A.Why Is Propranolol Better Than

Metoprolol in Acute Treatment of Electrical Storm ？［J］.J Am
Coll Cardiol，2018，71（17）：1907-1909.DOI：10.1016/
j.jacc.2018.02.058.

［8］WASHIZUKA T，CHINUSHI M，WATANABE H，et al.Nifekalant

hydrochloride suppresses severe electrical storm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ventricular tachyarrhythmias［J］.Circ J，2005，69（12）：
1508-1513.

类型，而急性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相对少见，本例患者发

［9］MARGOS P，MARGOS N，MOKADEM N，et al.Ranolazine：

支严重狭窄，无法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只能选择行冠状

multiple episodes of electrical storm［J］.Clin Case Rep，2017，5（7）
：

病之初即出现意识不清，后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冠状动脉多

动脉旁路移植术以重建血运。事后反思，临床医师若缺乏诊
断急性心肌梗死的思路而未行冠状动脉造影，本例患者很有
可能出现心源性猝死。既往有以房性期前收缩为首发症状的
肺栓塞病例报道

［14］

，考虑为急性肺栓塞导致肺动脉压骤增、

右心房负荷增大，本例患者经肺动脉 CTA 检查证实为肺栓塞，
因此考虑交感风暴的发生可能也与上述机制有关。
2.4.4

其他

本例患者发病后其同学及时进行了心肺复苏术，

这为医护人员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提示院外非专业人员
心肺复苏技能值得大力推广。本例患者治疗期间应用咪达唑
仑联合吗啡、丙泊酚镇静镇痛，有利于减轻焦虑、恐慌情绪，
继而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及时行气管插管、呼吸辅助通气
可避免呼吸肌松弛及镇静药物所致呼吸抑制，因此治疗交感
风暴时必要的辅助治疗如镇静、机械通气等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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