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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１ ５００名社区正常成年居民经颅多普勒

检测结果分析
黄海威

郭明辉

黄家星

目的

【摘要】

罗勤

曾琪蕴

高庆春

研究国内不同年龄段正常成人颅底动脉多普勒信号检出情况和各动脉的血流速

度参考值，及血流速度与年龄、性别的相关性。方法

利用经颅多普勒超声（ＴｃＤ）仪检测１５００名某

社区正常成年居民，记录颅内血管的各参数指标，按年龄和性别分组，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大脑前、中、后动脉的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各年龄组男女间检出率均有差异；颅内血管平
均血流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各年龄组女性脑血流速度均高于男性；搏动指数（ＰＩ）随着年龄
的增加逐渐增加，各年龄组男女问ＰＩ值无差异。结论正常成人颅底动脉多普勒信号检出率和平均
血流速度随年龄、性别规律变化。此结果为临床脑动脉ＴＣＤ检测提供了评价参考依据。
【关键词】经颅多普勒；参考值；脑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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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流行病学调查。本研究以社区人群为目标人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ＳＡ）是判断脑血管狭窄的金指标，但

群，选取１５００名正常成年居民进行ＴＣＤ检查，研

也是一项创伤性检查，因此无法用其进行颅内脑血

究正常成年人脑血流动力学指标的正常值范围，以

管狭窄的筛查及流行病学调查。而近２０年中蓬勃

及与年龄、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发展起来的无创性经颅多普勒超声（ＴＣＤ）和磁共
振血管成像（ＭＲＡ）为调查和研究颅内血管狭窄提

对象与方法

供了可能，并已逐渐取代创伤性ＤＳＡ检查…，特别

１．研究对象：本次研究以居委会为调查单位整

是ＴＣＤ自１９８２年被Ａａｓｌｉｄ应用于临床后，已成为

群抽样２５００名（男７９９名、女１７０１名）成年居民，并

一项无创性脑动脉闭塞性疾病的重要检测方法。但

由居委会通知、监督，人选个体在１周内到顺德市容

到目前，国内关于ＴＣＤ的研究大多是以门诊或住院

奇镇医院门诊，选择心脏、血管及神经系统无疾患，

患者为研究对象，少有以大样本正常成年人为研究

无糖尿病、高血压病及偏头痛病史的正常成人１５００
名为研究对象（入选前用ＥＣＨＯＦＬＯＷⅡ型颅外段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８３３８０１００２）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科（黄海

动脉检测仪进行检查，发现异常者除外）。由２名技

威、郭明辉）；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系（黄家

术人员行ＴＣＤ检查，记录双侧大脑中动脉（ＭＣＡ）、

星）；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容奇医院（罗勤、曾琪蕴）；广州医学院附属第

大脑前动脉（ＡＣＡ）、大脑后动脉（ＰＣＡ）、椎动脉

二医院神经科（高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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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基底动脉（ＢＡ）的平均血流速度和搏动指数

ＰＩ均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值。１５００名社区成年居民中，男性４８５名，女性

故以下的探讨均以右侧脑动脉的各值为代表。

１０１５名，年龄２６～８５岁，平均年龄５６．３岁±１１．６岁，

１．血管多普勒信号检出率：１５００名正常成年居

按年龄分组，＜５０岁组４７３例（男１３９名、女３３４

民各脑血管多普勒信号的检出率情况见表１。结果

名），５０～岁组４８０名（男１３６名、女３４４名），６０～岁

显示，不同年龄、性别正常成人的ＶＡ和ＢＡ的检出

组３６５名（男１４４名、女２２１名），≥７０岁组１８２名

率几乎均达到１００％，仅个别居民不能检测到，男女

（男６６名、女１１６名）。检查后筛选出６３９例各脑血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ＭＣＡ、ＡＣＡ

管血流动力学指标均检出者，男性２２７例，女性４１２

和ＰＣＡ的检出率较低，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

例，年龄２６～８３岁，平均年龄５２．８岁±９．６岁。按年

低；在＜５０岁的年龄组中，女性的检出率大于男性，

龄分组，＜５０岁组２６９例（男７１例、女１９８例），

而在≥５０岁的三个年龄组中，女性的检出率均小于

５０～５９岁组２１８例（男６８例、女１５０例），≥６０岁组

男性，差别经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５２例（男８３例、女６９例，因＞７０岁例数过少，故并

２．Ｖｍ值和ＰＩ值：６３９例居民各脑血管多普勒

信号检出情况见表２、３。结果显示，男女Ｖｍ值和

于≥６０岁组）。
２．ＴＣＤ检查方法：采用德国ＥＭＥ公司的

ＰＩ值的总体均数在各年龄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ＴＣ一２０２１型ＴＣＤ诊断仪，用标准的血管超声检测方

意义（Ｐ＜０．０１），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脑血管Ｖｍ值

法旧１，经颞窗和枕窗探查颅内动脉，记录颅底动脉的

逐渐降低；各年龄组男女问Ｖｍ值￡检验Ｐ＜０．０１，

平均流速（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ｍ）、峰值流速（ｐｅａｋ

女性脑血流速度均高于男性；ＰＩ值随着年龄的增加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ｐ）和舒张期末流速（ｅｎｄ

ｏｆ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ＤＶ）。波形分析是ＴＣＤ的主要技术之
一，ＴＣＤ仪采用脉动参数来表示受检血管的脉动

性，本次研究纪录了常用脉动参数中的搏动指数
［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ＰＩ（ＰＩ＝（Ｖｓ—Ｖｄ）／Ｖｍ）］。

逐渐增加，各年龄组男女间ＰＩ值差异很小，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讨

论

本研究以某社区的正常人群为研究对象，探讨

３．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包对检测

正常成年人脑血流动力学指标的正常值范围，以及

指标进行处理，不同年龄、性别居民ＴＣＤ检测各脑

与年龄、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具有以

血管多普勒信号的检出率比较采用Ｙ２检验，不同年

下优点：其一，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以居委会为调

龄组居民间的血流速度参数和脉动参数的总体均数

查单位抽取２５００名成年人，其中筛选出１５００名正

间差别的假设检验用方差分析和ｑ检验。同年龄

常人，样本量大。其二，所选广东省顺德市容奇镇社

组不同性别间的各参数比较采用￡检验。
果

结

国内正常人群的脑血流情况，并提供有价值的正常
本次研究中，双侧同名大脑动脉的检出率、Ｖｍ、
表１

＊与女性组比较Ｐ＜Ｏ．０１

区属于城乡结合部，当地经济发展良好，生活水平中
等，在此进行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基本可以得到

参考值及其临床意义。其三，ＴＣＤ检测由统一人员

１５００名社区正常成年居民各脑血管的多普勒信号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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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９例社区居民各脑血管的ＰＩ（孟±ｓ）

进行操作，采用同一标准。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

值增大说明脑血管阻力增高，反之亦然。表３示，随着

不足之处，如由于当地成年男性居民多参加工作，且

年龄的增加，ＰＩ值逐渐增加，各年龄组男女间ＰＩ值差

配合性较低，以致应答率只有４８％（通知１６６４例，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反映了老年人的脑动

７９９例应答），因此男性样本有可能存在选择偏倚，

脉顺应性生理性减退和外周阻力的增大。

对全面研究社区成年男性的ＴＣＤ检测情况有一定
的局限性。

ＴＣＤ技术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建立起来的一种
经颅探查颅内血管血流速度的非创伤性检查方法，

本研究的１５００名居民中，ＶＡ和ＢＡ的检出率

国外的早期报道多缺乏年龄、性别分组，且存在人种

几乎均达到１００％，年龄、性别间无差异；ＭＣＡ、

差异∽１，不太适用于国人，此次我们选取大样本研究

ＡＣＡ、ＰＣＡ的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各

对象进行合理分组，体现了各年龄段、不同性别在脑

年龄组男女间存在差异，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居

血流方面的生理状况，故适于临床应用。但ＴＣＤ是

民的多普勒信号检出率降低得较男性快，这与国内

一种辅助的诊断手段，必须密切结合临床资料才能

外各学者所报道的基本一致；主要原因可能是老年

充分发挥其作用，由于ＴＣＤ的诊断很大程度上取决

人的颞部颅骨质增厚，以至在中、后窗对超声信号严

于操作者的技能和临床知识，此外血流的频谱形态、

重衰弱，或超声信号不能达到所检测的脑血管所致，

狭窄后血液动力学改变，个体解剖变异等非预测因

特别是老年女性，此现象更为严重。

素对ＴＣＤ结果也有影响，所以临床应用中切忌仅凭

血流速度包括Ｖｐ、Ｖｍ和ＥＤＶ。其中Ｖｐ是心

血流速度诊断有无血管狭窄，同样，也难以通过速度

脏收缩，血液通过主动脉进入脑动脉所能达到的最

的绝对值判断狭窄程度ｎ０｜。笔者认为，每个ＴＣＤ

高血流速度。ＥＤＶ是心脏舒张末期脑动脉维持的

技术检测人员，既要借鉴国内外同行学者的正常检

最低血流速度。Ｖｍ是通过血流频谱的Ｖｐ与ＥＤＶ

测标准，更应根据本单位机型及一定样本检测结果，

几何面积计算法所获得的血流速度均值，是较ＶＰ

做统计学处理后，将所获得的结果作比较分析，才能

与ＥＤＶ相对稳定的血流参数旧Ｊ，其生理意义最大，

更好的应用于临床。

一方面它很少受心率、心收缩力、外周阻力、主动脉
顺应性等心血管因素影响；另一方面Ｖｍ代表了搏
动性血管的供应强度Ｈ１，因此本研究选取Ｖｍ进行

探讨。如表２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脑血管Ｖｍ逐渐
降低，且各年龄组女性脑血流速度均高于男性；我国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引进ＴＣＤ后，一直用于检测颅

内血管血流速度，其正常值国内已有人报道¨一７｜，据
国内外报道［６培］，随着年龄增长，由于血管生理性老
化，导致血流速度渐减，且＞５０岁年龄组，女性脑血
流速度高于男性，这与我们所得结果基本一致。因
此，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脑血流速度存在一定的差

参

血流量降低及脑血管充盈度的降低。

ＰＩ值取决于多普勒Ｖｐ值与Ⅱ）Ｖ值之差及ｖｍ
值的高低。在体循环无改变时，ＰＩ值为反映血管顺应
性或弹性的指标，并可提示供血动脉病理生理特征；Ｐ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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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而导致老年人颅内动脉血流速度降低的主要原
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血管顺应性下降、血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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