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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您現在已經成爲全球約二百萬名心律調整器使用者

中的一員。

以前，心律調整器僅僅用來挽救人們的生命。今

日，它將為患者們提供全新的生活品質。許多人可

以重新開始工作、從事家務、做自己喜歡的活動、

旅行和運動。

換句話說：他們又重新回到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中。

我們將在此向您介紹有關心臟的基本功能和心律調

整器的一些基本知識。對於其它相關問題，您可以

隨時連絡您的家庭醫師或心臟科醫師。

BIOTRONIK®四十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發和製造高品

質、高科技、值得信賴的心律調整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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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是由四個腔室組成約拳頭般大小的空心器官。

上方的兩個腔室叫作心房和下方的兩個腔室叫作

心室。心臟又分為左右兩側。通過心臟規律地收縮

將血液輸送到全身以提供器官與組織所需的氧氣及

養分。心臟的收縮是通過從心房傳遞到心室的電流

訊號刺激來完成的。通過心臟收縮將血液輸送到全

身。竇房結是心臟電流脈衝的發源處，因此也被稱

作自然心律調整器。由竇房結發出的電流會造成心

室的收縮，因而產生持續且節律的心跳。

心臟和心臟機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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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由竇房結發出的信號都會使心房產生收縮。	

由那血液被輸出至心室。

		在血液循環中心的健康心臟

 充養血		  缺氧血

身體

肺



通過電脈衝與心室的收縮血液將被輸出並且促成血

液在身體的循環。

正常心臟每分鐘搏動的次數在 60 到 80 下之間，即

每天約 10 萬次。在從事體力勞動或者受到情緒壓

力時，我們的身體將需要更多的氧氣。爲了滿足這

種需要，心臟搏動的次數可以提高到每分鐘 100 下
以上。

導致心臟機能障礙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比如心臟病或老化都會影響自然的心跳頻率。最常

見的是心臟傳導問題或傳導路徑的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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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病的症狀為心律不整或心搏過緩。當這些情形發

生，特別是體能負荷增加時，身體裡的氧氣供應不

足，就會出現暈眩、疲累、四肢無力等症狀。醫學

上將這種節律不正常的現象稱爲心搏徐緩。

	心臟的傳導系統

竇房結

希斯氏束

房室结

Purkinje 纖維



竇房結綜合症和房室傳導阻滯是兩種常見的心搏徐

緩的節律不正常的病症。出現竇房結綜合症時，竇

房結的功能發生障礙，造成電脈衝的發送頻率不規

律或過慢。如此一來，當身體承受負荷時，心跳頻

率將不能符合身體的需要。

房室傳導阻礙是竇房結發出的電子信號受到房室結

的阻擾。心房和心室間的傳導也因此被中斷。我們

稱這種現象為房室傳導阻滯。心臟的電訊中心對此

情況做出的反應是產生一個非常遲緩的輔助節律，

以維持生命的最低功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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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心律調整器可以有效的彌補和支持

心臟的功能。

	通過精確設定的心律調整器系統對心肌進行刺激，使心

臟恢復到正常的工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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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心律調整器系統，可以有效的應對不同的心

臟功能障礙。心律調整系統通常包含了心律調整器

和與其相連的電極導線。心律調整器本身是一個可

產生電力釋放的裝置，裡面有一個微型電路處理器

及小型的電池。現今的心律調整器，只有在缺乏自

然心律時才會啟動其功能。

爲了維持正常的心律，心律調整器必須能感測並辨

別心臟的收縮，心律調整器發出的電子脈衝可刺

激心肌收縮。心律調整器是通過單極或雙極電極導

線來與心臟相連的。電極導線為一條很細的絕緣導

線，通常會直接放置在右心房或右心室。

心律調整器



它偵查心臟的運行狀態並將此訊息傳達至心律調整

器，並將電子脈衝傳導至心臟。

醫生可根據病人情況植入單腔/雙腔心律調整器。	

根據生理需求或適應情形來對病人的心房或心室進

行感測和刺激。雙腔心律調整器需要兩條電極導

線，一條導線一般安裝在右心房，另一條導線則安

裝在右心室。

	 心律調整器

電路板 生物相容的鈦金屬外殼

特長耐用電池

透明連接頭	(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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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可同步操控兩個腔的狀態，以保證心臟完成良

好的收縮運動。

	 單腔型心律調整器



許多心律調整器都可以根據器官的情況自行調整發

送頻率。

這種可自動適應頻率調整的功能可通過心律調整器

内的一個能夠感受身體狀態變化的特殊傳感器來

實現。當身體狀態改變，如跑步、游泳或從事園藝

時，心律調整器將根據不同情況所造成相應升高的

心跳頻率來調整它的功率。

	 雙腔型心律調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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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RONIK 最新一代的心律調整器就可以準確地

對生理需求變化產生反應。當您欣賞一部情節緊湊

的影片或者突然受到驚嚇時，心跳和血壓都有可能

增加和升高。而某些心律調整器配置的特殊節律系

統也能夠偵測到這種因情緒變化所造成的反應並做

出適當的調整。	

BIOTRONIK 產品的多樣性可使醫生對心律不整進

行測量，以供診斷和治療使用。經過長期不懈的努

力，和當前最先進的技術，使我們製造的心律調整

器不僅體積小重量輕並且可靠耐用。您的醫生將向

您推薦合適的心律調整器。



 Hans M.，生於1932年，退休，現居住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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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作爲醫生為病人植入心律調整器。但

當我察覺到自己的身體出現越來越多和我的病

人相同的症狀時，以及觀察過自已的心電圖後，

我想，自己也得裝一個心律調整器了。自從植入

心律調整器後，我再也沒有出現過昏厥的症狀。

心律調整器使我感覺自己又獲得了新生，並使

我重新加入划船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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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時間通常在一小時左右。醫生會在鎖骨下方進

行局部麻醉。再將心律調整器的電極導線從靜脈小

心地移動到心臟上。由於血管沒有感覺神經，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不需要附加麻醉。醫生可以由X光看

到電極導線是否被放置到正確的位置。在檢查完

電極導線的功能後，再把電極導線與心律調整器連

接。心律調整器將被植入至鎖骨下。緊接著醫生再

將傷口縫合。

一般植入手術



傷口會在數日内恢復。您的傷口可能會隱約有些疼

痛。但是這種疼痛會很快消失。另外您一開始可能

會不習慣有異物存在，但很快地您將感覺不出心律

調整器的存在。

請您在發生以下情況時立即聯繫您的醫生：	

	傷口發紅、發熱、腫脹或有液體流出，

	發燒、暈眩、胸痛或持續感覺疲倦及虛弱。

在術後的第一天請您避免以植入心律調整器身體側

的臂膀做出過度伸展的動作。

植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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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入手術完成後，醫師和 BIOTRONIK 的技術人

員會進行術後觀察，並對心臟的機能和心律調整器

的功能做檢查。

再根據情況和您的個別需求來設定心律調整器的程

式。這些都可透過一個體外的電腦來完成，不需要

進行任何手術。

		編程儀	ICS 3000



一般情況下，您不會察覺心律調整器的程序被重新

編輯過。您的醫生在未來將會每隔六個月為您安排

一次術後檢查。您的醫生將會就心律調整器的工作

情況、電池狀態以及心臟振波進行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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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心律調整器後的生活

手術後您可以根據醫生的指示慢慢恢復往日

的例行生活。

請您注意以下事項：

	如果您爲了配合使用心律調整器而服用藥物，請

務必遵循醫囑。

	請您定期進行術後檢查。

	請您在旅行或居住區域隨身攜帶您的心律調整器

識別卡。

	如有異樣感覺請立刻聯繫您的主治醫師。



在植入手術之後您很快的便可以恢復以往的生活方

式。您可以從事園藝、家務或者駕駛汽車。

淋浴、泡澡及游泳等都不會受到影響。再經醫生的

檢查許可後，您還可以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和休閒

活動。您依然可以從事運動及享有性生活。

如果您有任何不安定感或者覺得不適，請立即聯繫

您的主治醫師。

恢復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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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RONIK 的心律調整器，具有抗電子設備干擾

和防輻射的功能。如果您在一些設備旁感到心跳加

速，脈搏不穩或者頭暈時，請您務必立刻遠離那些

設備或者關閉那些設備。對於這種情況有疑慮時請

洽詢您的醫師。

您可以放心使用以下設備：

	電視、收音機、無線耳機、立體聲音響或其他音

響設備

	無線電話

	吹風機、電動刮鬍刀以及其他衛浴電器

	洗衣機、吸塵器、微波爐、洗碗機以及類似的家

用電器

電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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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傳真機、影印機、印表機等

	所有廚房電器

	脈搏計量器

部份電器比如帶磁鐵的耳機，請您在使用時注意安

全距離，過小的閒距有可能對心律調整器造成干

擾。因此耳機和心律調整器之間必須保持最少 3 公
分的距離。

您可以放心地使用電話。關於行動電話的使用應該

徵詢醫生的意見。爲了盡可能的避免危險，請您盡

量在植入心律調整器身體的另一側使用手機。使用

過後，也應將其放在遠離心律調整器的地方。



注意：請您定期檢查您的電子儀器設備是否完整無

損，並且務必委託專業人員進行檢查工作。請您盡

量將攜帶型電子設備遠離心律調整器。

關於以下電器設備的使用請和您的醫師討論，並且

注意製造商對使用心律調整器病患的指示及該儀器

有可能造成的限制：

 產生強力震動的機器〈電鑽等〉

	磁場強度較大、電壓較高、無線電發射裝置、雷

達、未被屏蔽的點火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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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心律調整器者禁止進入

該指示標誌警告心律調整器使用病患：

	電焊設備

	感應式電爐

	人體脂肪秤



旅行

在一般情況下旅行–無論是搭乘飛機、船、火車或

者汽車–對於佩帶心律調整器的患者都不會有問

題。

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如果您在旅途中急需醫院

或醫生的地址，請直接撥打 BIOTRONIK 服務電

話：+886 2 2545 9680

或寄發電郵至：patients@biotronik.com

如果您需要乘坐飛機，那麽請於進出海關時，出示

您的心律調整器使用識別卡。相關人員會在安全檢

查時給您更明確的指示〈參見第 34 頁〉。

駕車旅行也沒問題。但爲了您的安全請您務必扣好

安全帶，以保護心律調整器不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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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需要進行任何醫療檢查時，請務必告知醫護人

員您在使用心律調整器。

您可正常進行以下檢查：

 X 光

	一般的牙齒檢查–如鑽孔和超聲波洗牙

注意：對於特殊的檢查和治療，如碎石術、經皮神

經電刺激、磁振造影〈核磁共振〉、放射線治療或

電烙術，必須事先評估其必要性及風險。若有必要

接受治療，醫療人員必須做好適當的預防措施。

有些特定型號的心律調節器,可以讓您在有限的條

件下進行核磁共振(MRI)檢查。您可以在您的識別

卡上找到相關資訊。並請與您的醫師討論其相關的

可能性。

就醫



我可以帶著心律調整器通過機場安全檢查或商店的

防竊門嗎？

可以。因爲 BIOTRONIK 的心律調整器與外界絕

緣。	但請您不要在這些設備中停留。請您務必注

意，心律調整器的金屬外殼可能會引發探測器的警

報〈參見第 32 頁〉。

我會感覺到心律調整器在工作嗎？

不會。心律調整器只能產生非常微弱的電流，它只

用來刺激心臟。如果你發現任何特殊症狀〈譬如：

不停的打嗝〉，請立即向您的醫生聯繫。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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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調整器的電池能用多久？

心律調整器的電池壽命與它的程控模式，病理症狀

以及刺激的頻率有關。通常心律調整器能夠工作數

年之久。具體情況請詢問您的醫師。

如果心律調整器的電量減弱，是否還能正常運作？

可以。醫生會定期對電池的狀態進行檢查。電量不

足時，醫生將會及時更換。



如何更換心律調整器？

需被汰換的心律調整器可藉由手術取出。仍具作用

的電極導線將留在心臟上，和新植入的心律調整

器連接。一般情況下，只需要在醫院停留短暫的時

間。

心律調整器在植入後需要重新更改程式嗎？

有可能。這取決於病人的症狀和	/	或需求，且任何

時候都可以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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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調整器會使人在人工維持下繼續活著嗎？

心臟只能在供血和能量充足的情況下工作。在死亡

的情況下，心律調整器不會發出電子脈衝去影響心

臟的作用。因此心律調整器不能使人重生。

我可以使用行動電話嗎？

可以。您可以使用行動電話，但請遵守下列安全預

防措施：請與醫生討論您的個別情況。請您不要將

行動電話放在心律調整器附近，如上衣口袋裡。請

您以安裝心律調整器身體相反側的耳朵來接聽行動

電話。



我應該多久進行一次術後檢查?

您的醫生會通知您下一次檢查的時間。一般情況

下，每6個月進行一次檢查。請您遵守醫院安排之

時間進行檢查。

我能使用微波爐、吹風機、電毯或按摩設備嗎？

你可安心使用沒有故障的家電用品。心律調整器

不會受到影響。心律調整器必須由專業技術人員調

整，以保證節律的安全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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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調整器會引起過敏反應嗎？

一般而言不會。BIOTRONIK 使用的是生物相容性

高的材料。例如鈦和醫學上相容性高並且經過檢驗

的人工合成材料。





40 | 41

BIOTRONIK 企業團隊

BIOTRONIK 公司之建立源於柏林科技大學物理

研究所的物理學家 Max Schaldach 的研究。在那

Schaldach 教授研發出了第一台德國製造的心律調

整器。

Schaldach 教授於 1963 年成立了這家公司。如今

BIOTRONIK 已發展成為一個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地

位的醫學技術企業，其研究所與製造廠遍布在世界

各地。

約 4500 名 BIOTRONIK 員工懷着高度熱忱致力於

心臟病學和電生理學的研究及發展製造治療心跳

徐緩以及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心律調整器。工作團

隊多年來累積的豐富經驗與產品效用的可靠性使

得 BIOTRONIK 的產品始終成爲眾多醫師和病患的

最佳選擇。



醫學術語

心内膜電極導線：植入心臟内部肌肉組織的電導

線。

心外膜電極導線：植入心臟外部肌肉組織的電導

線。

心房：心臟的前腔，也就是心臟上部的兩個腔室。

分爲左心房和右心房。

心室：下方的心臟腔室。當心室收縮或者搏動時，

血液將被壓入身體以及各個器官内。

心律不整：心臟的跳動頻率異常或不均。

心律停止：心搏停止，無心跳。

心搏過速：心跳頻率過快，一般指每分鐘心跳超過

10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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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搏過緩：過慢的心跳頻率，一般是指每分鐘心跳

少於六十下。

心電圖〈ECG〉：圖示心臟跳動時的心電活動。

心臟收縮：心室的收縮。血液由左心室加壓流出，

經全身血液循環再由右心室壓入肺部。

心顫：快速且不協調的心肌收縮。

房室結：房室結是將電信號由心房傳遞至心室的

組織。

阻滯或心臟阻滯：持續或間歇性電脈衝在心臟内傳

導受阻。

冠狀動脈：供應心臟血液的動脈。



脈搏：由於心臟加壓而產生的規律性動脈擴張。

電極導線：帶有電極的絕緣導線，連接心律調整器

與心臟，並傳導電脈衝至心臟。

感應式的心律調整器：心律調整器，可視體能負荷

調整頻率。

編程儀：一種小型電腦，用於身體外部和心律調整

器的連接。藉此可檢查心律調整器的活動以及根據

個別所需設定其程式，除此之外，無需其它的設備

即可得到心電圖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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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腔型心律調整器：在心室和在心房各帶有一個電

極的心律調整器。此型心律調整器使得心房和心室

的脈衝同步化，情況類似於健康的心臟。

竇房結：位於心臟的天然心律調整組織。位於右心

房腔靜脈上部開口處，產生自發性的電流信號流過

心臟，使得心臟規律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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