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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心声学造影在卵圆孔未闭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薄椿茂1，李天亮2，胡新玲2，张晓丽2，白鸿晖2，司雪霏2
【摘要】目的 探讨超声右心声学造影（cTTE）在卵圆孔未闭（PFO）检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于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因怀疑PFO行cTTE的患者354例，均在cTTE
前常规行经胸超声心动图（TTE），其中147例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结果 TTE的PFO检出率
为60.5%（89/147）低于TEE的70.7%（104/14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TEE低于cTTE的
76.8%（113/147），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cTTE检测存在心内右向左分流的16例患者中，TEE
显示房间隔未见明显异常，3例经皮介入封堵手术后，行cTTE检测右向左分流分级下降至1级及阴性，证
实为PFO相关的右向左分流。经皮介入封堵PFO术后1周Valsalva动作后右向左分流检出率为46.3%。结论
CTTE检测右向左分流具有独特价值，是TTE和TEE检测PFO中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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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ntrast-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cTTE)

in detection of patent foramen ovale (PFO).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PFO undergone cTTE (n=354)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 Hospital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Jan. 2017 to Sept.
2020.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examination of routine TTE before cTTE and 147 patients were given examination

of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TEE).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PFO by TTE was 60.5% (89/147) and
that by TEE was 70.7% (104/147, P<0.05). The detection rate of PFO by cTTE was 76.8% (113/147) and had no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EE (P>0.05). In 16 patients with cTTE for detecting intracadiac right-to-left shunt, TEE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atrial septal abnormality. After percutaneous closure in 3 patients, the grades of right-toleft shunt detected by cTTE dropped to grade 1 or negative, which verified that right-to-left shunt was correlated
to PFO. After percutaneous closure for PFO for 1 week, the detection rate of right-to-left shunt of PFO was 46.3%
after Valsalva manoeuvre. Conclusion CTTE has unique value in detecting right-to-left shunt of PFO, and it i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for TTE and TEE.
[Key words]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Contrast-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Patent foramen ovale

卵圆孔在胎龄2个月时形成[1]，是胎儿心脏房
间隔上原发隔与继发隔之间孔隙，使来自右心房
的血液不经过肺循环直接进入左心房。胎儿出生
后，肺循环开始工作，右心后负荷减低，左房压
力大于右房，卵圆孔的两个隔之间相互贴合，发
生功能性闭合，3岁以后，两个隔之间若未能完
全粘连则成为具有潜在右向左分流功能的卵圆
孔未闭（PFO） [2]。成年人中PFO占25%~35%，
与不明原因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偏头
痛等多种疾病相关 [3]，因此诊断卵圆孔未闭至关
重要。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经食管超声心
动图（tTEE）是检测PFO的方法，右心声学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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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TE）是检测右向左分流的方法[4]。本研究总
结怀疑PFO患者的cTTE检查数据，探讨其在临床
PFO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
于本院因怀疑PFO行cTTE检查354例患者的临床
资料，其中男性184例，女性170例，平均年龄为
（51±15）岁，cTTE检查前行常规TTE检查354
例，其中147例行TEE检查，74例行PFO介入封
堵手术。排除标准：其他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
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永存左位上腔
静脉等；在右心显影5个心动周期后，左心出现
微泡的病例；资料不全患者。
1.2 方法
1.2.1 TTE检查方法 患者cTTE检查前首先常规行

•

862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2年7月第14卷第7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July,2022,Vol.14,No.7

TTE检查，重点观察剑突下四腔心切面、剑突下
双房心切面，结合观察心尖四腔心切面以及胸骨
旁短轴切面，各切面中在二维图像观察房间隔的
原发隔与继发隔间有无缝隙，彩色多普勒观察房
间隔有无左向右穿隔分流束。
1.2.2 cTTE检查方法 检查前指导患者练习标准
的Valsalva动作，患者取平卧位，连接心电图。
造影剂的制备方法：取2支10 ml注射器，1支抽
取9 ml生理盐水和1支抽取1 ml空气，用三通开关
分别在两个接口连接上述两支注射器，两只注射
器来回推注20次，使空气和生理盐水充分混合，
制备好的造影剂立即经肘前静脉已建立好的通
道以“弹丸式”快速推入。通常分别在静息和
Valsalva动作时观察心尖四腔心切面，检查过程
中保留动态图像，造影后逐帧回放分析。
右向左分流结果判定标准：造影后右心房充
分显影后3~5个心动周期内在静止的单帧图像上
左心腔内出现微泡视为心内右向左分流，逐帧回
放并观察左心微泡数量，以此将其半定量划分
为3个等级：阴性（左心腔内未见微泡回声）；
1级为少量（≤10个微泡/帧图像）；2级为中量
（10~30个微泡/帧图像）；3级为大量（≥30个
微泡/帧图像或充满微泡）[4]。
1.2.3 TEE检查方法 患者需严格禁食6~8 h，检查
前告知患者注意事项及不良反应，签署知情同意
书，检查前10 min少量多次含服10%利多卡因胶
浆，连接心电图，嘱患者左侧卧位。使用多次连
续的切面来全面和系统地评估房间隔和周围的结
构，主要包括食管中段主动脉瓣短轴切面、食管
中段四腔切面、食管中段双腔切面和食管中段长
轴切面4个基本切面。
1.2.4 资料收集 ①临床基本情况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冠心病、心
律失常及其他（包括扩心病、嗜睡症、不明原因
癫痫、面神经炎或偶然发现的PFO等）疾病史；
②辅助检查资料包括经胸超声心动图、右心声学
造影及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③行PFO介
入封堵手术史。
1.2.5 分析指标 行cTTE检查的患者的临床基本情
况，TTE、cTTE和TEE检查PFO的结果，行PFO介
入封堵手术患者的术前TTE、cTTE以及TEE检出
结果及术后cTTE检查结果。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描
述，样本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数量和百
分比描述。配对样本比较采用的McNemarcχ2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FO在不同临床分组间的检出情况 354例患
者中，TTE和cTTE共检出PFO 250例，脑卒中140
例，PFO检出率56.4%（79/140）；短暂性脑缺
血发作40例，PFO检出率87.5%（35/40）；头痛
24例，PFO检出率70.8%（17/24）；心律失常16
例，PFO检出率68.7%（11/16）；冠心病65例，
PFO检出率90.7%（59/65）；其它病变69例，
PFO检出率71.0%（49/69）。
2.2 TTE、cTTE、TEE检查PFO结果 本研
究中354例患者中147例进一步行TEE检查，
其中TTE、cTTE、TEE的PFO检出率分别为
60.5%（89/147）、76.8%（113/147）、70.7%
（104/147），TTE低于TEE，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32）；TEE低于cTTE，差异无统计学
差异（P=0.093）。其中TTE检出PFO伴有左向右
分流88例，双向分流1例。TEE检出PFO的平均宽
度为（1.7±0.8）mm，有48例长度≥8 mm，伴
左向右分流103例，双向分流1例，检出房间隔瘤
42例，其中33例与PFO合并存在，占TEE总检出
PFO的31.7%（33/104），合并下腔静脉瓣5例。
受检者检查中以及检查后未见不良反应。
2.3 分析cTTE、TEE诊断结果 16例TEE中PFO阴
性而cTTE阳性的患者，右向左分流1级中，PFO
阴性10例，其中1≤微泡数量＜5的7例，微泡数
量≥5的3例，均不伴有房间隔瘤；2级中，阴性3
例，其中2例伴房间隔瘤；3级中，阴性3例，均
伴有房间隔瘤，房间隔瘤的基底宽平均为（24.6
±5.7）mm，深平均为（10.6±0.5）mm，这3例
患者均进行了PFO封堵手术，术后1周和（或）1
月后行cTTE检测右向左分流分级降低为1级及阴
性，证实存在PFO。
2.4 行介入PFO封堵术患者临床分组及TTE、
cTTE、TEE检查PFO情况 本组研究对象中有74
例行经皮PFO介入封堵术，其中脑卒中29例，短
暂性脑缺血发作21例，头痛8例，冠心病5例，心
律失常1例，其他10例。TTE、cTTE、TEE的PFO
阳性率分别为68.9%（51/74）、98.6%（73/74）和
94.0%（63/67）。
2.5 术后1周cTTE检查结果 术后1周69例行
cTTE，右向左分流检出率为46.3%（32/69）。术
后1月，检查4例，两例术前右向左分流3级患者
下降为1级，两例术前为3级和2级分流患者左心
未见明显微泡回声（图1）。
3 讨论
PFO相关临床综合症表现多样，除了既往研
究普遍认为的隐源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头痛等疾病外 [1]，本研究还显示有冠心病、
心律失常等。以往关于与PFO相关的冠心病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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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种超声心动图检查图像
注：a、b：经胸超声心动图二维图像显示房间隔的原发隔与继发
隔间缝隙，彩色多普勒显示顺着缝隙朝向下腔静脉左向右穿隔分流
束；c、d：右心声学造影平静时右向左分流1级，Valsalva动作时3
级；e、f：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房间隔的原发隔与继发隔间缝隙，彩
色多普勒房间隔穿隔分流束。

报道较少，本研究组中有59例冠心病患者检出
PFO，5例患者冠心病相关血管危险因素少，而
怀疑与之相关，其与PFO引起隐源性脑卒中机制
相同，为来自静脉或右心系统的栓子通过未闭的
卵圆孔，从右心系统进入左心，导致体循环栓
塞，但研究表明因冠状动脉从主动脉根部直角发
出，故较少累及 [5]，因冠状动脉栓塞引起急性冠
脉综合征可能的占3%，与PFO相关的发生率目前
尚不清楚 [6]。因PFO引起的心房脆弱机制可导致
心律失常的报道较少 [4]，心律失常与它的关系需
进一步研究。因此，对于诊断PFO以判断相关临
床综合征病因至关重要。
既往普遍认为TTE无创、可重复性好、患者
接受度高 [7,8]，本研究中结果显示TTE的PFO检出
率低于cTTE与TEE，检出的PFO多伴左向右分
流，为与临床疾病的相关性提供证据不足，图像
分辨率低等原因，主要用于PFO的初步检查。
本研究结果显示cTTE的PFO检出率高于TTE
与TEE，无创，不良反应少，通过使用造影剂，
观察PFO右向左分流敏感性高，可用于术前评估
PFO与临床疾病的相关性 [3] 。本研究中术后1周
右向左分流检出率为46.3%，既往研究表明术后
4月，右向左分流检出率约19.5% [9]，相比术后4
月，术后1周右向左分流检出率明显较高，主要
考虑1周内封堵器内皮化不完全，其所致的右向
左分流在1年内基本消除[10]；1年左右复查时仍为
与术前右向左分流级别相同或者更高则考虑：①
PFO伴或存在其他疾病所致的右向左分流 [11]；②
封堵器大小不合适、折叠等[10]；③因其他疾病致
房间隔受心房间大小、压力变化牵拉的PFO [1]。
因此PFO封堵术后复查时行cTTE，在提示患者伴
有其它右向左分流的疾病、封堵器是否正常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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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价值。但受被检查者血流动力学、检查时所
做的Valsalva动作及随呼吸动作图像移动等的影
响[4]，本研究中1例患者介入封堵PFO术前行cTTE
未见明显右向左分流，TEE与TTE均提示PFO阳
性，外院经颅多普勒发泡试验检查大脑中动脉结
果中Valsalva动作后为大量右向左分流，高度怀
疑PFO并进行介入封堵后1周复查cTTE右向左分
流级别为2级，故近年来很多研究比较其与经颅
多普勒发泡试验检测右向左分流效能，郭韬等[12]
研究结果表明，cTTE比经颅多普勒发泡试验更
敏感，而付举一等[13]发现经颅多普勒发泡试验诊
断右向左分流比cTTE更敏感。在本院近期开展
的cTTE与经颅多普勒发泡试验同步进行的研究
中，发现排除了患者血流动力学、检查时所做
Valsalva动作不同的因素后，cTTE与经颅多普勒
发泡试验检测量化右向左分流结果有较强的一致
性，但目前样本量较少，需进一步研究。
目前大部分文献指出TEE与尸检比较结果最
为接近，是诊断PFO的金标准 [1]。本研究结果显
示TEE在观察PFO的解剖危险因素如房间隔穿隔
分流束方向、PFO宽度、长度，观察是否合并房
间隔瘤、下腔静脉瓣等方面，较TTE与cTTE有优
势，既往研究表明这些在评估患者情况、帮助介
入封堵手术选择大小合适的封堵器以及预测相
关疾病复发中起了重要作用 [14]；本研究中7例患
者行PFO介入封堵手术前均只进行了TTE和cTTE
检查，因TEE需局麻、有创、总体并发症发生率
0.18%~2.8%，有绝对禁忌症食管肿瘤、食道狭
窄、食道穿孔等，相对禁忌症麻药过敏、凝血功
能差、食道静脉曲张等[15]，致部分患者不能或不
愿接受。
本研究结果显示TEE的PFO检出率低于
cTTE，16例患者cTTE提示心内右向左分流阳性
而TEE提示房间隔未见明显异常，右向左分流为
1级时，TEE结果阴性占62.5%。其中，微泡数量
＜5个，占1级时TEE阴性的70%；3级时3例已证
实为合并房间隔瘤的PFO。对于上述结果，分析
原因：①cTTE少量微泡时与左心室的腱索回声
混淆，依据心动周期判断微泡来源存在不足[10]；
②TEE受PFO位置、检查时缝隙宽度及房间隔瘤
影响[16-18]，脑卒中患者口咽肌群不协调，配合不
佳；③自身经验以及操作过程的不足。
本研究三分之一的PFO合并房间隔瘤，据报
道房间隔瘤在成年人中的患病率为2%~3%，通
常被偶然发现，合并PFO约为77%，房间隔瘤与
PFO存在独立且正相关 [19]，本研究PFO伴有房间
隔瘤比例低于既往研究，分析原因可能为房间隔
瘤诊断标准不统一。房间隔瘤合并PFO较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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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发现房间隔瘤时，即使TEE显示房间隔连续
性好，也应行cTTE，如果右向左分流是阳性的，
则有矛盾栓塞的风险，应考虑手术封闭PFO；结
合无创的cTTE结果及患者相关临床表现可以弥补
TTE、TEE的局限性，在检查房间隔未见明显异
常的病例中有较大临床应用价值。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病例选择可能存
在偏倚。对各个病例分析有待进一步加深，部分
观点有待进一步进行前瞻性研究。只是简单比较
各项检查的检出率，缺乏其他重要参数的比较。
综上所述，cTTE在检测右向左分流中有独特
应用价值、是TTE和TEE在检测卵圆孔未闭中的
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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