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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胸超声心动图评估冠脉循环时间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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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通过冠心病患者每心动周期的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与冠脉循环时间的相关性分析袁研究使用冠状脉静脉窦充

盈时间评估冠脉循环时间的可行性遥方法院对照组渊缘源 例冤和冠心病组渊缘远 例冤均行经胸超声心动图和冠脉造影检查袁分别测得冠
状静脉窦充盈时间和冠脉循环时间袁对研究结果进行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析和 砸韵悦 曲线分析遥 结果院与对照组相比袁冠心病组的冠

状静脉窦充盈时间咱渊园援猿源 依 园援园愿冤泽 增泽援渊园援源猿 依 园援员园冤泽袁孕 约 园援园缘暂和冠脉循环时间咱渊源援源员 依 园援愿圆冤泽 增泽援渊缘援源圆 依 员援员猿冤泽袁孕 约 园援园缘暂均
明显延长袁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和冠脉循环时间呈显著相关渊则越园援愿源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员 冤遥砸韵悦 曲线分析结果表明冠状静脉窦充盈时

间可作为预测冠脉循环时间渊跃缘 泽冤延迟的指标袁曲线下面积为 园援怨员缘袁敏感性为 怨猿援圆豫袁特异性为 愿苑援怨豫曰阳性预测值为 怨员援怨豫袁

阴性预测值为 愿怨援苑豫袁临界值为 园援源员愿 泽 时的准确率为 怨园援缘豫遥 结论院每心动周期的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与冠脉循环时间显著相
关袁且是评估冠脉循环和冠脉瞬时血流测量的重要临床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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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美国飞利浦 蚤耘猿猿 超声仪袁杂缘鄄员 超声

冠脉循环时间是指冠脉造影时从推入造影剂开

始到冠脉窦显像的时间 遥 冠脉循环时间与冠心病密

探头袁 采用二维及多普勒方法测量冠状静脉窦血

有很多预测冠脉循环时间的技术袁 包括冠脉造影尧

窦开口曰取样容积位于距冠状静脉窦开口 员 糟皂 处袁

咱员暂

切相关袁是冠脉瞬时血流测量的一个重要参数 遥 目前
咱员暂

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和心肌声学造影等遥 但这

流遥 首先在胸骨旁右室流入道切面上找到冠状静脉
然后略旋转探头渊多普勒超声波束和管腔之间的角

些技术会受某些方面的限制袁 如潜在的不利影响尧

度约猿园毅冤袁从而获得最佳的多普勒血流信号袁并记录遥

技术尧可行性或经济成本等遥 目前尚没有简单易行

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为多普勒频谱从起始到结束

的方法来评估冠脉循环时间遥 以往研究表明袁作为
一种无创尧经济且方便易行的临床技术袁经胸多普勒

的距离渊图 员冤袁并取 猿 次测量的平均值遥

超声心动图可用来监测冠状静脉窦的血流变化渊包括
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尧冠状静脉窦内径尧速度时间积
分尧左心室灌注血流和冠状静脉窦血流冤咱圆原缘暂遥 本研究
旨在探讨每心动周期的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以评
估冠脉循环时间的可行性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入选本院心内科疑似冠心病患者共 员员园 例袁均

行冠脉造影检查袁 根据造影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 圆

图员

员援圆援圆

超声心动图测量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

冠脉造影检查

做完超声心动图 圆源 澡 内袁每个研究对象均采用

组袁对照组为造影结果正常袁共 缘源 例袁病例组为冠

贾金斯咱远暂标准方法袁以 圆缘 帧 辕 泽 的速率经桡动脉穿刺

为窦性心律尧左右室收缩功能正常袁并排除高血压

影剂袁 冠脉的狭窄程度由软件对造影结果进行分

脉至少有 员 处狭窄跃缘园豫袁共 缘远 例遥所有研究对象均
病尧先天性心脏病尧心脏瓣膜病尧心肌病尧糖尿病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经胸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

行冠脉造影术遥 左冠以 圆 皂蕴 辕 泽 的速度推入 苑 皂蕴 造
析袁根据得出的冠脉狭窄程度分为冠心病组渊有任
一血管的狭窄程度跃缘园豫冤和对照组渊任一血管的狭
窄程度均约缘园豫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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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冠和右冠造影均至少做左前斜位和右前斜

关关系袁以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作为横坐标袁冠脉

位两个体位遥 测量造影剂注入冠状动脉左主干开口

循环时间作为纵坐标袁得出的直线方程为院冠脉循

后一帧计数冤之间帧数的差值袁从而计算冠脉循环

表圆

时渊第 员 帧计数冤到造影剂注入冠状静脉窦开口渊最
时间遥 也就是说袁 冠脉循环时间 渊泽冤越渊最后一帧计
数原第 员 帧计数冤 辕 圆缘

袁并取 猿 次测量的平均值遥

咱员袁苑暂

通过在相同研究环境下对 猿园 个研究对象进行

重复测量渊间隔 缘 凿冤来评估研究对象的组间差异袁

环时间越苑援缘苑伊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垣员援园远渊图 圆冤遥

对照组和冠心病组的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与冠脉循环
时间

项目
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
冠脉循环时间

组内差异采用双盲方式进行评估袁测量结果为两组

远

之间的差值袁除以平均测量值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 组间及组内差异均采用配对 贼 检
验袁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和冠脉循环时间之间的相

圆

预测冠脉循环时间渊跃缘 泽冤延迟的冠状静脉窦充盈时

园
园援园

关关系采用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析袁绘制 砸韵悦 曲线描述

间的临界值和相关有效参数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遥
圆

结

图圆

孕值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园援圆
园援源
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渊泽冤

园援远

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和冠脉循环时间相关关系散点图

以跃缘 泽 作为冠脉循环时间正常与否的诊断标

果

准袁使用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评估冠脉循环时间的

除了舒张压和脉压有差异外袁两组研究对象在
高血压尧糖尿病尧冠心病病史袁以及年龄尧性别尧体表
面积渊月杂粤冤尧心率尧血压尧心功能等并没有显著差异

渊表 员冤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冠心病组的冠状静脉窦充盈时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为 园援怨员缘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愿缘源耀园援怨苑远袁图 猿冤遥
其敏感性尧特异性尧阳性预测值尧阴性预测值尧临界

值渊跃园援源员愿 泽冤的准确度分别为 怨猿援圆豫尧愿苑援怨豫尧怨员援怨豫尧
愿怨援苑豫 和 怨园援缘豫遥
员援园

间和冠脉循环时间均明显延长渊表 圆冤袁冠状静脉窦充

园援愿

盈时间和冠脉循环时间呈显著正相关 渊则越园援愿源猿袁怨缘豫

悦陨院园援苑苑猿耀园援愿怨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员冤袁并表现出一种直线相
表员

冠心病组
园援源猿 依 园援员园
缘援源圆 依 员援员猿

赠越苑援缘苑曾垣员援园远
则越园援愿源猿
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员

源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软件分析统计结果遥 数据以均数 依 标

对照组
园援猿源 依 园援园愿
源援源员 依 园援愿圆

渊泽冤

对照组和冠心病组的基本临床特征

基本特征
对照组
年龄渊岁冤
园园缘源援缘 依 员员援猿
男咱灶渊豫冤暂
圆远渊缘远冤
月杂粤渊皂圆冤
园园员援愿圆 依 园援员猿
心率渊次 辕 皂蚤灶冤
园苑猿援缘圆 依 员员援源源
员员猿援园园 依 远援远远
收缩压渊皂皂匀早冤
舒张压渊皂皂匀早冤
园苑远援圆缘 依 源援怨远
脉压渊皂皂匀早冤
园猿苑援圆猿 依 缘援苑缘
糖尿病咱灶渊豫冤暂
园渊园冤
高血压咱灶渊豫冤暂
园渊园冤
血脂异常咱灶渊豫冤暂
园 园远渊员猿援猿冤
吸烟咱灶渊豫冤暂
园员愿渊猿怨援员冤
冠心病家族史咱灶渊豫冤暂
园 圆渊源援猿冤
园园猿援怨缘 依 员援猿猿
右房压渊皂皂匀早冤
蕴灾耘阅孕渊皂皂匀早冤
园园苑援源远 依 圆援苑缘
蕴灾耘云渊豫冤
园远怨援猿源 依 怨援圆远

园援远

咱灶渊豫冤暂

冠心病组
园园缘苑援缘 依 员员援缘
圆苑渊缘愿冤
园园员援苑怨 依 园援远缘
园苑猿援员员 依 员园援怨苑
员员愿援怨缘 依 怨援圆远
园苑缘援远远 依 员园援缘苑
园源猿援圆愿 依 怨援远猿
园渊园冤
园渊园冤
园 园愿渊员苑援猿冤
园员 怨渊源员援猿冤
园园猿渊远援缘冤
园园源援员员 依 猿援圆怨
园园苑援远缘 依 猿援园猿
园远愿援缘苑 依 员园援园圆

孕值
园援怨远
园援苑源
园援缘远
园援源源
园援猿苑
园援员怨
园援园猿
园援怨源
园援怨愿
园援员远
园援愿缘
园援员员
园援员苑
园援圆缘
园援远苑

月杂粤院体表面积曰蕴灾耘阅孕院左室收缩末期压曰蕴灾耘云院左室收缩功能遥

园援源
园援圆
园援园
园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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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

园援圆

园援源
园援远
员原特异性

园援愿

员援园

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评估冠脉循环时间的 砸韵悦 曲线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 超声心动图是一种评估冠
脉循环时间的有效检查方法遥 本研究中的冠脉循
环时间为 缘 泽袁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咱员暂遥

为了测量冠脉循环时间袁 一般采用冠脉造影

这种有创的检查方法遥 与之相比袁 超声心动图无
创尧方便尧经济且易于重复操作遥 在超声心动图条
件下袁 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可在胸骨旁右室流入

窑 圆猿园 窑

南

京

医

科

道长轴切面测出袁 通过这种方法测量出冠脉循环
时间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尧 降低手术风险并减少

大

学

咱圆暂

经济负担遥

数个心动周期遥 由此可看出袁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与

咱猿暂

冠脉循环时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

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与冠脉循环时间显著相关 渊则 跃
园援愿园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且为一种正相关关系遥 砸韵悦 曲线分析
结果也进一步证实袁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是一个评估

缩压尧血压以及心血管药物均对冠状静脉窦充盈时

咱源暂

个别研究对象的冠状静脉窦血流测量比较困难曰盂
样本量偏小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倚遥 但无论如
何袁冠状静脉窦充盈时间都是一种快速尧可靠的评
估冠脉循环时间的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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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冠脉循环时间的测量有一定影响遥 为了消除这
些影响袁采用配对 贼 检验曰于由于心电活动的干扰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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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循环时间的可靠指标遥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院淤右房压尧左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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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造影结果显示袁造影剂从左主干开口到右心

房平均需 远耀愿 个心动周期袁也就表明冠脉循环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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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叶南京医科大学渊自然科学版冤曳在第
三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被评为野砸悦悦杂耘 中国核心
学术期刊渊粤冤冶浴 本次共有 远源源愿 种中文学术期刊参
与评价袁 经过综合评价后得到期刊相应的等级袁共
计 员怨猿怨 种学术期刊进入核心期刊区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