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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瓣膜钙化程度对二尖瓣环形态的影响。

方法：纳入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我院因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拟行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患者 50 例（狭窄组 ），

同时选取 50 例瓣膜正常者作为对照（对照组 ），均进行经食道三维超声心动图检查并获得二尖瓣环形态指标，比较狭

窄组与对照组的二尖瓣环形态参数差异。狭窄组患者均进行 CT 扫描并获得主动脉瓣钙化积分，分析钙化积分与二尖

瓣环形态指标间的相关性。

结果：狭窄组患者男性 35 例（70.0%），平均年龄（61.44±11.98）岁；对照组男性 32 例（64.0%），平均年龄

（58.26±6.43）岁，两组临床基线资料年龄、男性比例、身高、体重、血压和心率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与对照组相比，狭窄组患者的二尖瓣环前后径、椭圆率、面积、周长、高度及非平面夹角均增大（P 均＜ 0.05）。

狭窄组患者的平均主动脉瓣钙化积分为 2 365（1 806，4 440）AU，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狭窄组的主动脉瓣钙化积

分与主动脉瓣峰值流速（r=0.673）、峰值压差（r=0.677）、平均压差（r=0.649）均呈正相关，与主动脉瓣有效瓣口面积 

（r=-0.690）呈负相关（P 均＜ 0.05）。而主动脉瓣钙化积分与二尖瓣环的前后径（r=0.531）、面积（r=0.535）、周长（r=0.537）

及高度（r=0.442）均呈正相关（P 均＜ 0.05）。

结论：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存在二尖瓣环形态的改变，其主动脉瓣钙化程度越严重，二尖瓣环的形态变化则

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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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observ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xtent	of	aortic	valvular	calcification	and	mitral	annular	geometry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ortic stenosis (AS).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calcific severe A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geometry parameters of the mitral 

annulus were obtained by three-dimensional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At the same time, fifty normal subj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in mitral annular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atients in AS group underwent CT scan and aortic valve calcium scores was obt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tral 

annular geometry parameters and calcium score was explored.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aortic stenosis was (61.44±11.98) years old (70.0% men) and the mean age 

of	controls	was	(58.26±6.43)	years	old	(64.0%	me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ge, sex, height, weight,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0.05).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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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sphericity index, area, circumference, height, and the nonplanarity angle of mitral annulus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in	AS	group	(all	P<0.05). The mean aortic valve calcium scor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aortic stenosis 

was 2 365 (1 806, 4 440) AU.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ortic valve calcium score and the aortic valve 

peak velocity (r=0.673), the peak transvalvular pressure (r=0.677), and the mean transvalvular pressure (r=0.649), whereas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ortic	valve	calcium	score	and	the	effective	aortic	valve	orifice	area	(r=-0.690, all 

P<0.05).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ortic valve calcium score and the anteroposterior diameter (r=0.531), 

area (r=0.535), circumference (r=0.537), and height (r=0.442) of mitral valve (all P<0.05).

Conclusions:	Mitral	annular	geometry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calcific	severe	AS	patients.	The	degree	of	aortic	valve	
calcific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s	in	mitral	annular	geometry	in	these	patients.	
Key words		aortic	valvular	calcification;	severe	aortic	stenosis;	mitral	annular	geometry;	three-dimensional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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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瓣狭窄是主要的心脏瓣膜病之一，研究

报道约有 67% 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会伴有不同程度

的二尖瓣反流 [1]，但是这些患者的二尖瓣叶却未见

明显异常，因此这类反流被看作是功能性反流的一

种。目前的研究已证实，这种功能性二尖瓣反流的

发生多是由二尖瓣环的形态及功能改变引起的 [2-3]。

瓣膜钙化作为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发病的主要始动因

素，钙化程度的不同不仅会改变狭窄程度继而引起

心内血流动力学的差异，同时也会对邻近的二尖瓣

环造成一系列机械和压力效应，从而影响二尖瓣环

的形态及功能 [4]。本研究即旨在探索重度主动脉瓣

狭窄时二尖瓣环的形态改变，解释功能性二尖瓣反

流出现的原因；同时探索主动脉瓣钙化程度对二尖

瓣环形态改变所带来的具体影响，从而指导该类患

者的临床决策。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我

院因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拟行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患者

50 例（狭窄组 ）。纳入标准：（1）年龄＞ 18 岁；（2）窦

性心律；（3）主动脉瓣呈三叶式；（4）术前经胸超声心

动图资料完整，根据目前指南判断为重度主动脉瓣

狭窄 [5]；（5）术前接受经食道超声心动图检查和冠状

动脉 CT 血管成像检查，两项检查间隔时间 <2 周。

排除标准：（1）伴有中度及以上主动脉瓣反流；（2）存

在先天性心脏病如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及主动

脉缩窄等；（3）存在二尖瓣原发疾病如风湿性二尖瓣

狭窄或二尖瓣脱垂等；（4）有其他明确病因所导致的

二尖瓣反流如缺血性心脏病等；（5）既往进行二尖瓣

相关手术者；（6）因 CT 图像格式原因无法重建获得

主动脉瓣钙化积分。另从因需排查卵圆孔未闭而进

行经食道超声心动图检查的门诊患者中选择与狭窄

组患者基线资料相匹配的 50 例患者为对照组。纳入

标准：（1）年龄＞ 18 岁；（2）窦性心律；（3）经胸超声心

动图检查心脏结构及功能正常，各瓣膜未见明显狭

窄和反流，左心室射血分数＞ 50%；（4）无经食道超

声心动图检查禁忌，能够配合检查并获得完整图像；

（5）检查前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存在其

他已知的心血管疾病或全身性疾病；（2）既往有心脏

手术史；（3）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图像质量较差无法进

行后处理分析。

狭窄组患者的经胸超声心动图相关测量参数

包括：主动脉瓣峰值流速及峰值压差、主动脉瓣平

均压差、连续方程法所得主动脉瓣瓣口面积、左

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室间隔厚度、左心室后壁厚

度、左心房前后径以及双平面法所得左心室射血分

数。根据目前指南要求对二尖瓣反流程度进行多

普勒定性及半定量评估，将其分为轻度、中度及

重度三个级别 [5]。二尖瓣环形态主要使用经食道三

维超声心动图图像进行分析。图像采集使用德国

Siemens SC2000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Z6Ms 经

食道三维超声探头，同步连接心电图，于食管中段

120°~130°处左心室长轴切面，在二维超声清晰显

示二尖瓣结构的基础上点击 4D 键获取实时三维全

容积图像，以图像帧频 20 帧 /s 左右共采集 3 个心

动周期。eSie Valves 软件进行后处理分析，通过半

自动的方法获得二尖瓣环形态指标，主要包括前后

径、左右径、椭圆率 ( 前后径 / 左右径 )、面积、周长、

高度及非平面夹角 ( 图 1)，选取收缩中期值为最终

测值。图像的分析由两位超声医师各自进行，并对

两者结果进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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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组患者均接受 CT 血管成像检查，检查设

备使用德国 Siemens 双源 Flash CT 机。扫描之前

所有患者均测量心率，心率 >90 次 /min 且无应用

β 受体阻滞剂禁忌的患者在扫描前 1 h 予 50~100 

mg 美托洛尔口服。图像采集时患者取仰卧位，扫

描方向为头 - 足方向。连接心电门控装置，采用

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扫描范围为气管隆突至心

脏膈面。扫描参数为层厚 0.6 mm，机架旋转时间

0.28 s， 管 电 压 120 kV， 管 电 流 80 mA。 钙 化 扫

描于 75% RR 间期获取图像，在平扫上至少连续

4 个 相 邻 像 素 上 CT 值 >130 HU 诊 断 为 钙 化。 主

动脉瓣钙化定义为冠状动脉开口以下至瓣环平面

的钙化 [6]，应用 Agatston 法对主动脉瓣钙化进行

定量评估，钙化积分为钙化面积与钙化系数相乘。

钙 化 系 数 定 义：1 为 131~199 HU、2 为 200~299 

HU、3 为 300~399 HU、4 为 ≥ 400 HU。CT 图 像

分析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独立完成，并

对临床资料以及超声心动图结果未知。本研究为

回顾性研究并获得本单位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编

号 NO.2019-1201），所有的受试者均在进行各项

检查前签署了知情同意。

1.2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4.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

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判断连续变量是否符合正

态分布，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P25，P75）表示。计数资料

用例（%）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

确检验。主动脉瓣钙化积分与二尖瓣环形态参数间

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0.8 ≤ |r| ≤ 1

为极强相关，0.6 ≤ |r|<0.8 为强相关，0.4 ≤ |r|<0.6 为

中等相关，0.2 ≤ |r|<0.4 为弱相关，|r|<0.2 为极弱相

关或无相关。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及超声心动图参数比较（表 1）

狭 窄 组 患 者 男 性 35 例（70.0%）， 平 均 年 龄

（61.44±11.98）岁；对照组男性 32 例（64.0%），平均

年龄（58.26±6.43）岁。两组临床基线资料年龄、男

性比例、身高、体重、血压和心率之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均＞ 0.05）。在经胸二维超声心动图指

标方面，狭窄组患者的室间隔厚度 [（12.08±2.85）

mm vs.（8.75±1.21）mm]、 主 动 脉 瓣 峰 值 流 速

[（4.52±0.54）m/s vs. （1.13±0.18）m/s] 和 峰 值 压

差 [（82.58±20.62）mmHg vs. （5.19±1.78）mmHg， 

（1 mmHg=0.133 kPa）] 均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均 <0.05）；左心房前后径 [（37.25±6.19）

mm  vs.（34.86±3.14）mm]、 左 心 室 舒 张 末 期 内

径 [（47.52±4.78）mm  vs.（46.70±3.60）mm] 均

大于对照组、左心室射血分数 [（61.82±6.34）%  

图 1  经食道三维超声心动图图像分析

注：1A：分析软件自动识别二尖瓣各解剖结构并建立二尖瓣模型；1B：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观察并进行手动修改，最终通过半自动的

方法获得二尖瓣环形态指标。Ann AP Diam：二尖瓣环前后径；Ann AL-PM Diam：二尖瓣环左右径；Ant Ann Perimeter：前二尖瓣环周长；

Post Ann Perimeter：后二尖瓣环周长；Total Ann Perimeter：二尖瓣环周长；Ann Area：二尖瓣环面积；Intertrigonal Dist：纤维三角间距；

Valve Orifice Area：瓣口面积； Intercomm Dist：二尖瓣叶接合点间距

1A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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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64.30±2.79）%] 低于对照组，但两组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在二尖瓣环形态指

标方面，狭窄组的二尖瓣环前后径 [（27.06±2.63）

mm  vs.（25.93±1.77）mm]、椭圆率 [（0.85±0.04） 

vs.（0.83±0.05）]、 面 积 [（726.88±131.39）mm2 

vs.（673.18±79.07）mm2 ]、 周 长 [（98.06±9.00）

2.3  主动脉瓣钙化积分与主动脉瓣参数及二尖瓣环

形态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图 2）

狭窄组平均主动脉瓣钙化积分为 2 365（1 806，

4 440）AU，其中男性 >2 000 AU 者 24 例（68.6%），

女性 >1 200 AU 者 12 例（80.0%）。相关性分析发现，

主动脉瓣钙化积分与主动脉瓣峰值流速（r=0.673）、

峰值压差（r=0.677）、平均压差（r=0.649）之间呈正相

关，而与主动脉瓣有效瓣口面积（r=-0.690）之间呈

负相关，P 均 <0.05。主动脉瓣钙化积分与二尖瓣环

前后径（r=0.531）、面积（r=0.535）、周长（r=0.537）

及高度（r=0.442）之间均呈正相关，P 均 <0.05；与二

尖瓣环的左右径（r=0.182，P=0.23）、椭圆率（r=0.115，

P=0.44）以及非平面夹角（r=-0.078，P=0.59）则均未

表现出相关性。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及超声心动图参数比较（ ±s）
项目 对照组 (n=50) 狭窄组 (n=50) P 值

临床基线指标

 年龄 ( 岁 ) 58.26±6.43 61.44±11.98 0.100

 男性 [ 例 (%)] 32 (64.0) 35 (70.0) 0.523

 身高 (cm) 169.16±7.97 167.32±8.05 0.253

 体重 (kg) 71.38±12.51 69.82±10.67 0.504

 收缩压 (mmHg) 126.80±14.78 128.14±21.74 0.719

 舒张压 (mmHg) 78.90±10.73 75.20±11.43 0.098

 心率 ( 次 /min) 75.46±8.06 82.74±9.56 0.066

经胸二维超声心动图指标

 左心室舒张期内径 (mm) 46.70±3.60 47.52±4.78 0.180

 室间隔厚度 (mm) 8.75±1.21 12.08±2.85 <0.001

 左心室射血分数 (%) 64.30±2.79 61.82±6.34 0.097

 左心房前后径 (mm) 34.86±3.14 37.25±6.19 0.069

 主动脉瓣瓣口面积 (cm2) - 0.74±0.14 -

 主动脉瓣峰值流速 (m/s) 1.13±0.18 4.52±0.54 <0.001

 主动脉瓣峰值压差 (mmHg) 5.19±1.78 82.58±20.62 <0.001

 主动脉瓣平均压差 (mmHg)* - 53.00 (42.75，64.25) -

二尖瓣环形态指标

 前后径 (mm) 25.93±1.77 27.06±2.63 0.013

 左右径 (mm) 30.97±1.98 31.75±2.87 0.120

 椭圆率 0.83±0.05 0.85±0.04 0.015

 面积 (mm2) 673.18±79.07 726.88±131.39 0.015

 周长 (mm) 94.78±5.74 98.06±9.00 0.032

 高度 (mm) 4.72±0.81 5.21±1.28 0.027

 非平面夹角 (°) 144.81±8.00 149.02±11.13 0.034

注：-: 无。1 mmHg=0.133 kPa。*：用中位数（P25，P75） 表示

mm vs.（94.78±5.74）mm]、 高 度 [（5.21±1.28）

mm vs.（4.72±0.81）mm] 以及非平面夹角 [（149.02± 

11.13）°vs.（144.81±8.00）°] 均大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二尖瓣环的左右径

[（31.75±2.87）mm  vs.（30.97±1.98）mm] 有所增大，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狭窄组患者手术及二尖瓣反流情况

狭 窄 组 出 现 二 尖 瓣 反 流 患 者 共 有 30 例

（60.0%），其中轻度 25 例，中度 5 例，均通过术前

超声心动图评估以及术中探查确认不存在二尖瓣的

器质性病变，诊断为功能性二尖瓣反流。除此之外

共有 27 例（54.0%）伴有轻度主动脉瓣反流。以上患

者均顺利切除钙化的主动脉瓣并完成主动脉瓣置换

术，其中生物瓣 23 例、机械瓣 27 例，8 例同期进

行了升主动脉的置换或成形术，术后超声心动图显

示人工瓣膜功能良好，未见明显瓣周漏或其他严重

并发症，无院内死亡的发生。术后出院前对患者进

行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评估二尖瓣反流，整体反流

情况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8 例（16.0%）仍存在二尖

瓣反流，其中轻度 6 例，中度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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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动脉瓣钙化积分与主动脉瓣参数及二尖瓣环形态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注：2A~2D：分别为主动脉瓣钙化积分与主动脉瓣峰值流速、峰值压差、平均压差、瓣口面积相关性分析；2E~2H：分别为主动脉

瓣钙化积分与二尖瓣环前后径、面积、周长以及高度相关性分析。1 mm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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