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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追踪技术在颈动脉粥样硬化与
左心室重构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何远明1，樊文1，龚燕1，张朝富1
【摘要】目的 探讨回声追踪技术用于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左心室重构关系研究中的价值。方法 纳
入2017年4月至2019年8月于资阳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诊治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120例，接受超声心动
图检查、回声追踪技术检查，同时行超声动脉造影检查。根据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将其分为左心室重构
组与非左心室重构组，并根据超声动脉造影检查结果，按照动脉斑块检出情况，将其分为无硬化组、硬
化组。比较不同左室重构组与硬化组患者回声追踪技术检查相关参数水平。绘制ROC曲线观察回声追踪
技术各参数水平预测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左室重构的价值。结果 全部120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检出左心室
重构40例，发生率为33.33%；检出颈动脉粥样硬化35例，检出率为29.17%；较非左心室重构组、无硬
化组，左室重构组、硬化组的应变弹性系数（Ep）、硬化度（β）、膨大系数（AI）、单点脉搏波传
导速度（PWVβ）水平升高，动脉顺应性（AC）水平降低（P＜0.05）；绘制ROC曲线，Ep、β、AI、
PWVβ、AC等回声追踪技术相关参数水平评估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左室重构的曲线下面积均＞0.7，评估
价值高。结论 通过回声追踪技术测定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动脉弹性参数，可以评估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
与左心室重构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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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value of echo-tracking technology in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CAS) and left ventricular remodeling (LVR).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 n=120)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Ultrasonic Medicine in People’s Hospital of Ziyang
City from Apr. 2017 to Aug. 2019, and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the examinations of echocardiography, echo-tracking
technology and ultrasonic arteriograph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echocardiography, into
LVR group and non-LVR group, and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ultrasonic arteriography, into CAS group and nonCAS group. The related parameters of echo-tracking technology were compared among all groups, and value
of these parameters to reviewing CAS and LVR was observed by drawing ROC curve. Results Among 120 EH
patients, there were 40 with LVR and incidence rate was 33.33%, and 35 with CAS and detection rate was 29.17%.
Compared with non-LVR group and non-CAS group, the levels of elasticity coefficient (Ep), stiffness index (β),
augmentation index (AI) and one point pulse wave conduction velocity (PWVβ) increased and level of arterial
compliance (AC) decreased in LVR group and CAS group (P<0.05 ). The results of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of Ep, β, AI, PWVβ and AC all were higher than 0.7 in reviewing LVR and CAS
by using echo-tracking technology and review value was higher. Conclusion Echo-tracking technology, used for
detecting artery elastic parameters, can review CAS and LVR incidence in EH patients.
[Key words]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Essential hypertension; Left ventricular remodeling; Echo-tracking
technology; Elastic parameters

原发性高血压是主要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死亡的原因，这与疾病导致的严重并发症及靶器
官损伤息息相关。心血管系统损伤是原发性高血
压诱发的最为直接的靶器官损伤，这类患者心脏
肥厚、血管结构重塑，即心室重构，是心血管病
作者单位：1 641301 资阳,资阳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
通讯作者：何远明,E-mail:fenji731751559@163.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0.07.24

独立危险因素 [1]。因颈动脉位置特殊，其功能特
点也相对特殊，目前已成为全身动脉粥样硬化早
期衡量主要测定部位，研究认为颈动脉的异常变
化可能与左室重构相关 [2]。故早期检测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颈动脉变化情况，可能对评估患者左室
重构有一定价值。回声追踪技术是利用超声波发
射后折回的信号来对病灶进行定位定向，近几年
主要用于早期动脉壁弹性评价的新型技术，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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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结合了超声检测动脉功能与结构变化的优势，
是一项新型的超声技术，为动脉硬化的早期评价
提供了重要且准确的参考信息，备受医务工作者
的重视与肯定 [3,4] 。目前，临床多见原发性高血
压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左心室重构相关性的研
究，但与回声追踪技术弹性参数对早期颈动脉粥
样硬化及左心室重构的评估价值鲜有报道。本研
究对医院收治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采用回声追踪技
术检查，主要观察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左心室
重构情况，旨在探讨回声追踪技术评估颈动脉粥
样硬化与左室重构的价值，以指导临床。现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纳入2017年4月至2019年8
月于资阳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诊治的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12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71例，
女性49例，年龄37~80（58.02±8.47）岁。患者
均经颈动脉高频超声与超声心动图检查确诊，并
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5]中原发性高血压
相关诊断标准，纳入的患者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
实施内容知情，并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排除继
发性高血压患者，如肾上腺素瘤等疾病引起的高
血压；合并冠心病者；合并因糖尿病导致的血管
病变患者；合并脑梗死、高胆固醇血症者；合并
其他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衰竭者。根据超声心
动图检查结果与颈动脉斑块硬化评价方法分组，
分别分为左心室重构组（40例）与非左心室重
构组（80例），硬化组（35例）与无硬化组（75
例）。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超声心动图检查 使用PHILIPS IE33型彩色
多普勒超声仪行超声心动图检查，配备相控阵
探头，频率1~5 MHz，检查时患者侧卧在检查床
上，胸骨旁行标准长轴切面扫描，测定左心室
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
（LVEDd）、左室射血分数等。上述各相关参数
水平的测试，同一位患者同一个参数分别测量3
次，将平均值作为最终测定结果。若患者LVESd
＞55 mm（男性）/50 mm（女性），左室射血分
数＜50%，则提示左室重构[6]。
1.2.2 回声追踪技术 使用ALOKA a-10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仪，高频线阵探头，频率：5~11
MHz。取标准切面在颈动脉窦近心段约1 cm处内
中膜清晰显示，保证M超取样线与颈总动脉前后
壁垂直，放置取样门在前后壁内中膜的交界处，
启动回声追踪程序，自动描记颈总动脉前后壁动
态追踪心动周期规律性运动曲线，获得连续的
10~12个运动曲线图并保存，输入受检者的上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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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张压、收缩压等，系统自动计算弹性参数，包
括：颈动脉压力应变弹性系数（Ep）、动脉顺应
性（AC）、硬化度（β）、单点脉搏波传导速
度（PWVβ）、膨大系数（AI）。
1.2.3 颈动脉斑块硬化评价方法 通过ALOKA a-10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仪检测纳入者的双侧颈动
脉、颈内动脉、颈总动脉斑块大小、斑块性质与
部位，探查纳入对象动脉血流频率，根据结果，
并参照相关标准对颈动脉斑块进行分级：0级：
无斑块；1级：多个小斑块，但单个斑块面积未达
到10 mm2；2级：多个斑块，且单个斑块面积超过
10 mm2；3级：斑块大，斑块有明显的血流动力学
改变，且颈动脉收缩期峰速＞1.2 mm/s。0级判定
为无颈动脉斑块硬化，1~3级为颈动脉粥样硬化。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0.0统计
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
s）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绘制ROC曲线分析各回声追踪技术参数
水平评估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左室重构的价值。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全部120例高血压患者的基本情况
见表1。平均病程（6.24±2.01）年；合并糖尿病
17例（14.17%）；合并高脂血症8例（6.67%）。
2.2 回声追踪技术检出结果比较
2.2.1 左室重构与非左室重构患者回声追踪技
术检查结果比较 左心室重构组患者Ep、β、
AI、PWV β水平高于非左心室重构组，AC水
平低于非左心室重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2.2.2 硬化组与无硬化组回声追踪技术检查结果
比较 硬化组患者Ep、β、AI、PWV β水平高于
无硬化组，AC水平低于无硬化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2）。
2.3 ROC曲线分析结果
2.3.1 回声追踪技术各参数评估左室重构的价值
将各回声追踪技术检出主要参数作为自变量，患
表1 不同左室重构患者颈动脉回声追踪技术检出相关参数水平比较
（ x ±s）
相关参数

左心室重构组

非左心室重构组

P值

Ep（KPa）
β
AI（%）
PWVβ（m/s）
AC（mm2/KPa）

（n=40）
144.02±44.81
11.12±3.21
22.39±1.61
8.84±2.56
0.61±0.20

（n=80）
112.02±35.51
7.51±2.01
19.21±1.27
6.33±0.85
0.86±0.2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Ep：颈动脉压力应变弹性系数；β：硬化度；AI：膨大系
数；PWVβ：单点脉搏波传导速度；AC：动脉顺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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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颈动脉回声追踪技术检出相关参数水
平比较（ x ±s）
相关参数
Ep（KPa）
β
AI（%）
PWVβ（m/s）
AC（mm2/KPa）

硬化组（n=35）
137.88±23.56
12.14±2.96
23.21±1.76
9.01±1.69
0.58±0.21

无硬化组（n=85）
110.15±22.13
7.69±1.15
19.98±1.32
6.62±1.02
0.88±0.32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Ep：颈动脉压力应变弹性系数；β：硬化度；AI：膨大系
数；PWVβ：单点脉搏波传导速度；AC：动脉顺应性

者发生左室重构作为状态变量，绘制ROC曲线，
结果显示，Ep（Kpa）、β、AI（%）、PWVβ
（m/s）、AC（mm2/KPa）评估左室重构的ROC曲
线下面积均＞0.7，评估价值好（表3）。
2.3.2 回声追踪技术各参数评估颈动脉粥样硬化
的价值 将各回声追踪技术检出主要参数作为自
变量，患者发生颈动脉粥样硬化作为状态变量，
绘制ROC曲线，结果显示，Ep（Kpa）、β、AI
（%）、PWVβ（m/s）、AC（mm2/KPa）评估左
室重构的ROC曲线下面积均＞0.7，评估价值好。
（表4）。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心动图检查所得结果并结合超声
动脉造影检查结果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颈动脉
粥样硬化及左室重构情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
120例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左室重构发生率分
别为：33.33%、29.17%，不难发现，原发性高血
压患者存在心室重构与颈动脉硬化高风险，早期
预测极为关键。
动脉粥样硬化与左心室重构是原发性高血压
最为常见的亚临床靶器官损伤，这些靶器官损伤
是进一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及其相关并
发症发生发展的主要病理基础 [8]。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心室重构有多种因素参与，是一个极为复杂
的病变过程 [9]。内皮细胞损伤是左室重构的始动
环节，因其导致的血管活性物质改变、血管局部

血流动力学刺激、血管中层平滑肌细胞重塑与增
生诱发的一系列力学改变是引起高血压血管重构
关键环节，这些环节相互作用、同时发生，进一
步导致血管结构发生改变，引起管腔不同程度狭
窄与管壁不均匀增厚，最终诱发重构[10,11]。随着
这些病变程度加重，患者的血管壁内-中膜厚度
随之增厚，最终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引起血
管壁弹性降低、顺应性变差、阻力增大，增加不
良预后风险[12]。可见尽早评估高血压患者斑块硬
化与左室重构风险，对早期防治的重要性。为了
分析回声追踪技术用于评估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左
心室重构的价值，本研究比较了心室重构与非心
室重构、粥样硬化与无硬化患者的回声追踪技术
各弹性参数，结果显示较左室重构组与硬化组，
非左室重构组与无硬化组患者的Ep、β、AI、
PWV β水平升高，AC水平降低，提示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心室重构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会导
致血管弹性改变。进一步将各参数作为自变量，
左室重构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作为状态变量，绘
制ROC曲线结果显示，各参数分别用于评估左室
重构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时的ROC曲线下面积均＞
0.7，评估价值好，可见该超声技术的应用价值。
回声追踪技术是一种可以提供动脉壁弹性等
量化指标的新技术，能够为临床提供早期动脉硬
化评估准确参考[13]。该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对动脉
血管壁运动轨迹实时动态描记，计算舒张与收缩
各期血管壁的运动相位偏移信号，结合实时动态
血压监测结果，系统可自动计算病变侧颈动脉膨
大系数、硬化度、压力-应变弹性系数、顺应性、
脉搏波传导速度等相关弹性参数[14-16]。回声追踪
技术的使用使得临床在区分动脉硬化程度时不在
依靠形态学指标，同时还可结合量化指标进行分
析[17]。动脉血管有其弹性，扩张与回缩均随心脏
的收缩及舒张具有节律性，随心脏舒张、收缩的
变化幅度变化，动脉的弹性将明显增加，顺应性

表3 回声追踪技术各参数评估左室重构的价值
参数
Ep
β
AI
PWVβ
AC

AUC
0.711
0.754
0.802
0.774
0.730

95%CI
0.602~0.796
0.633~0.824
0.701~0.884
0.641~0.832
0.621~0.812

标准误
0.071
0.056
0.029
0.052
0.064

最佳截断值
80.17
5.47
18.02
5.51
0.59

特异度
0.621
0.694
0.735
0.705
0.651

灵敏度
0.794
0.817
0.852
0.802
0.799

约登指数
0.415
0.511
0.587
0.507
0.450

注：Ep：颈动脉压力应变弹性系数；β：硬化度；AI：膨大系数；PWVβ：单点脉搏波传导速度；AC：动脉顺应性
表4 回声追踪技术各参数评估左室重构的价值
参数
Ep
β
AI
PWVβ
AC

AUC
0.732
0.844
0.764
0.751
0.722

95%CI
0.597~0.802
0.773~0.914
0.602~0.856
0.655~0.845
0.591~0.796

标准误
0.054
0.036
0.039
0.044
0.062

最佳截断值
99.15
7.85
20.72
6.22
0.65

特异度
0.743
0.825
0.711
0.702
0.704

灵敏度
0.825
0.846
0.802
0.796
0.782

注：Ep：颈动脉压力应变弹性系数；β：硬化度；AI：膨大系数；PWVβ：单点脉搏波传导速度；AC：动脉顺应性

约登指数
0.568
0.671
0.513
0.498
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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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增加；反之，若弹性下降，则顺应性下降，
动脉僵硬度增加，动脉的管径也会不断减小[18,19]。
故高血压患者在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时，其压力-应
变弹性系数上升、顺应性下降，脉搏波传导速度
增加，膨大系数与僵硬度也随之升高，其中膨大
系数主要反映心脏后负荷与大动脉弹性[20]。
综上所述，通过回声追踪技术测定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动脉弹性参数，可以评估患者颈动脉粥
样硬化与左心室重构发生情况。但因目前尚无较
多循证医学依据可以作为证据支持，加之研究样
本量较少，结果可能存在偏差，研究仍存在局
限，关于结果的真实性还应在未来展开前瞻性、
大样本的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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