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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目前经颅多普勒（transcranial Doppler，

TCD）和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c o l o 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CDUS）在临床

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不规范操作TCD及CDUS，影响了准确性，从

而消弱了血管超声在临床中的诊断价值，进而

导致临床医生对TCD及CDUS的结果存在怀

疑，影响了血管超声的临床应用。那么，血管超

声应用中存在哪些误区？会对结果造成什么影

响？其原因又是什么呢？以下分为3个部分分别

阐述TCD及CDUS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

原因分析。

1  TCD及CDUS对临床的价值

首先介绍一个病例：男性，58岁，因“发作

性右侧肢体活动不灵、言语不清2个月，加重1周”

就诊。既往史：高血压病史10余年，吸烟、饮酒

史30余年。神经系统查体无明显异常。辅助检

查：磁共振血管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ang iog raphy，MRA）：右侧大脑前动脉

（right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RACA）限

局性信号丢失，提示狭窄（图1A）。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可见

颅内左侧半球多发点片状高液体衰减反转恢复

序列（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FLAIR）异常信号，提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

（图1B、C）。

根据目前临床及辅助检查结果，我们仍

然很难对患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病因及发病机制进行

一个准确的判断，继而我们为患者做了CDUS

检查，结果示：左侧颈总动脉（left common 

carotid artery，LCCA）闭塞，左侧颈外动

脉（left external carotid artery，LECA）血

流反向，通过分叉处注入左侧颈内动脉（lef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LICA）（图2A～C）。

邢英琦，张洁

图1  头部MRI和MRA
注：A：头部MRA，RACA限局性信号丢失，提示狭窄（红色箭头）；B、C：FLAIR像，颅内左侧半球多发点片状高FLAIR异常信号
（红色箭头）。MRI：磁共振成像；MRA：磁共振血管造影；RACA：右侧大脑前动脉；FLAIR：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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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患者又做了颈部MRA检查，证实了LCCA

闭塞，颈部可见多支粗大的肌支血管代偿（图

2D）。TCD微栓子监测：左侧大脑中动脉（left 

middle cerebral artery，LMCA）30 min内可

监测到栓子信号6个（图2E）。根据这些超声资

料责任血管明确为LCCA，发病机制为动脉-动

脉栓塞。

根据该患者的资料，做出如下的临床诊断：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责任动脉：左侧颈总动脉

发病机制：动脉-动脉栓塞，可能合并低灌

注/栓子清除能力下降

危险性评估：极高危（Ⅰ）

该病例说明，当患者诊断为卒中后，一定

要做相应血管检查明确血管情况，并可以借助

TCD和CDUS，进一步明确责任血管、发病机

制及危险程度。

TCD和CDUS作为卒中患者的首选检查

方法，它主要的作用[1-3]包括全面评价血管情况，

判断狭窄部位及程度，明确侧支循环途径；微

栓子监测可以实时发现、定位、量化栓子现象；

发泡试验有助于不明原因脑梗死右向左分流的

诊断；溶栓术中监测一方面有助溶作用，促进

血管再通，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血管再闭塞；

此外，可以对血管内支架植入术、颈动脉内膜

剥脱术、血管搭桥手术、心脏手术等围术期栓

塞、血栓形成及灌注情况进行监测。CDUS主

要作用[4-6]包括：测量内中膜厚度、判断斑块易

损性、狭窄程度和病因学检测。

但是，TCD应用中存在较多问题，下面通过

一些病例来说明和讲解。

2  TCD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图3是常见的典型的TCD错误报告，这两

份报告是两家三甲医院为同一名烟雾病患者

做TCD检查后给出的报告。图3A仅检查了双侧

大脑中动脉（middle cerebral artery，MCA）、

双侧大脑前动脉（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ACA）及基底动脉（basilar artery，BA）5根

血管，诊断为大脑血管弹性减退和脑供血不

足。这份报告血管探测不全，结论有误。图3B

中BA的探测深度只有64 mm，但64 mm深度

探测到的只是椎动脉（vertebral artery，VA）。

LMCA的峰值流速105 cm/s，报告为LMCA流

速增高，但正常MCA流速通常为70～140 cm/s，

所以这个MCA的血流速度并未增快。根据一

个并未增快的流速得出脑血管痉挛的诊断更是

错误的。这份报告BA探测深度太浅，结论不对。

下面将详细叙述一下TCD应用中常见的问

题。

2.1 血管探测不全，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正确

的TCD检查应包括双侧MCA、ACA、大脑后

图2  一例患者的CDUS、颈部MRA和微栓子监测图像
注：A：能量多普勒显示LCCA无血流通过；B：LICA血流呈低流速低搏动改变；C：
可见LECA血流反向，通过分叉处供应左侧颈内动脉，频谱颅内化改变；D：颈
部MRA：未见LCCA，但可见较多肌支血管（红色箭头所指）；E：TCD微栓子检测：
可见淡蓝色的血流频谱信号上有栓子信号出现（红色箭头所指）。CDUS：颈动
脉彩色多普勒超声；MRA：磁共振血管造影；LCCA：左侧颈总动脉；LICA：左侧
颈内动脉；LECA：左侧颈外动脉；TCD：经颅多普勒

图3  两份常见的典型的TCD错误报告
注：A：只探测了5根血管，血管探测不全面，结论不正确；B：BA的探测
深度太浅，LMCA峰值流速为105 cm/s，却判断为流速增高，结论完全
错误。TCD：经颅多普勒；BA：基底动脉；LMCA：左侧大脑中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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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PCA）、颈

内动脉终末段（termin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TICA）和虹吸段（carotid siphon，

CS）、双侧VA及BA这11根血管。不仅要注意

每根血管的流速、方向和频谱形态，并要比较

双侧同名血管血流速度及搏动指数是否对称；

MCA、ACA、PCA血流次序是否正常。通过颅

内这11根血管的检查，可以评价前、后循环血管

的基本情况。

2.2 BA探测深度不够，未探测血管全长 当

TCD操作者探测BA时深度过浅，在70～80 mm，

是不当的，通常双侧VA汇合成BA处在深度

80 mm以上，但也有的患者汇合处在深度

85 mm[7-8]或以上，所以BA探测深度要足够

深，建议深度90 mm以上为确定的BA，如果

深度为75～85 mm有狭窄的频谱，可应用经颅

彩色多普勒超声（transcranial color-coded 

Duplex sonography，TCCD）进一步确认病

变部位[9]。此外，探测BA时只探测一个深度，这

也是不对的，因为BA正常长度为3 cm或更长[10]，

由于BA起始段和末段都是动脉粥样硬化好发

的部位，因此一定要连续深度探测BA全长，深

度从80～110 mm。

下面这个病例是关于BA探测深度的病

例：男性，52岁，因头晕、恶心、呕吐来院就诊，

TCD检查双侧MCA、ACA、PCA、TICA、CS血

流速度及频谱形态均正常，双侧VA和BA图谱

见图4。图4A可见左侧椎动脉（left vertebral 

artery，LVA）血流速度及频谱形态正常。图4B

从右侧枕旁窗，在85 mm深度处可探及一个异

常的血流信号，表现为血流速度异常增快，收

缩期峰值流速约280 cm/s，可见涡流、湍流，

声频粗糙（提示重度狭窄）。图4C可见BA在

104 mm深度时血流速度正常，但峰形圆顿，达

峰时间延长（红色箭头），提示为狭窄后血流频

谱改变。

那么，85 mm深度探测到的狭窄的血流信

号应该定位在什么部位：VA还是BA？

患者进行头部MRA检查（图4D～E），图中

箭头所示右侧椎动脉（right vertebral artery，

RVA）血流信号中断，提示重度狭窄，所以深

度85 mm时还是VA。如果TCD检查时，把

70～80 mm作为BA起始处的深度，那么该病例

应判断为BA的狭窄。因此，由这个病例可看出，

BA的探测深度要足够，否则判断狭窄部位可能

会出现错误，如果未全程探测，会漏诊大部分

BA的病变。

2.3  只重视血流速度，忽视搏动指数 很多操

作者做TCD检查时，只重视血流速度，忽视搏

动指数。认为：若血流速度正常，则TCD就正常。

搏动指数可以提供很多信息[11]，在TCD检查中

搏动指数和血流速度同等重要。不同的搏动指

数，说明了病变部位的不同。如图5A所示BA血

流信号中断，提示重度狭窄。图5B～D分别为狭

窄后段、狭窄处和狭窄前段的血流频谱，3个频

谱具有不同的形态。图5B表现为血流速度相对

图4  一例VA狭窄患者的TCD
及头MRA图像

注：A～C：TCD频谱；A：LVA，血
流速度及频谱形态正常；B：深
度85mm探及的RVA频谱，可见
涡流、湍流，声频粗糙；C：BA
频谱，达峰时间延长，峰形圆钝
（红色箭头）；D～E：头MRA图
像，RVA接近BA处局部信号缺失
（红色箭头），提示狭窄。VA：椎
动脉；TCD：经颅多普勒；MRA：
磁共振血管造影；LVA：左侧椎
动脉；BA：基底动脉；RVA：右
侧椎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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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慢，搏动指数减低，是严重狭窄或闭塞后的

低搏动指数的波浪状频谱。图5D血流速度减慢，

搏动指数增高，是严重狭窄或闭塞前的高阻力

表现。不同的搏动指数指引操作者寻找病变的

确切部位。并且，当血管极重度狭窄时，狭窄局

部血流速度迅速下降，甚至低于正常流速[12-13]，

此时就可以根据血管搏动指数的变化诊断血管

病变的部位。由此可以看出，搏动指数对判断

血管病变的部位非常重要。

2.4 未做压颈试验 不做压颈试验主要是避免

压颈试验造成斑块脱落。目前美国TCD操作指

南里压颈试验也不作为常规操作[7]。但是，压

颈试验可以鉴别探及的是哪条动脉，并判断侧

支循环的开放情况。例如在血管内膜剥脱术术

前，根据压颈试验后MCA血流下降程度，以及

侧支通路是否存在，判断血管内膜剥脱术术中

是否需要放置转流管[14-15]。

病例：男性，54岁，无不适主诉，常规进行

体检，TCD探及血管流速及频谱形态均正常。

双侧MCA频谱所示，双侧血流速度、频谱形态

均正常，而且双侧同名血管频谱对称，因此如

果不做压颈试验就会诊断为“TCD检查未见异

常”（图6A、B）。但压颈试验后发现：分别压

图5  搏动指数不同，病变部位不同
注：A：头MRA，可见BA限局性血流缺失；B：BA重度狭窄病变部位以
远的频谱，表现为低搏动指数的波浪状频谱；C：狭窄处的血流频谱，
表现为血流速度异常增快，可见涡流、湍流；D：BA重度狭窄病变部
位之前的频谱，表现为低流速高阻力的改变。MRA：磁共振血管造
影；BA：基底动脉

迫双侧CCA后，LMCA血流均不下降，而双侧

眼动脉和滑车上动脉血流速度、频谱形态、血

供来源均正常。LCS的血流速度及频谱形态正

常，压LCCA后血流未下降。根据这些资料，病

变血管是哪根？CDUS示双侧CCA管径不对

称，RCCA管径9.5 mm，向上分出右侧颈外动

脉（right external carotid artery，RECA）

后，延续为右侧颈内动脉（righ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RICA）；LCCA管径4.5 mm，

向上未见分叉，直接延续为LECA，LICA管腔

未显影（图6C、D）。CDUS提示LICA先天未

发育。进一步检查头MRI和MRA，头MRA示

LICA未显影，BA发出LMCA、左侧大脑后动脉

（left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LPCA）（图

7A～C）。头MRI可见右侧颈动脉管内走行的

颈内动脉横切面（短箭头所指），但左侧未见

骨性颈动脉管（长箭头所指）（图7D、E）。结论：

LICA先天未发育。这个病例做TCD时，如果不

做压颈试验的话，就会漏诊颈内动脉（internal 

carotid artery，ICA）未发育。所以，在做TCD

时候，正确安全地做好压颈试验很重要。

压颈的位置在甲状软骨（喉结）以下，气管

以外，胸锁乳突肌内缘以内，在这个区域内可以

图6  一例颈内动脉先天未发育患者的TCD频谱和CDUS图像
注：A：RMCA峰值流速为83 cm/s，PI 1.1；B：LMCA的峰值流速为79 cm/s，PI 
0.9，双侧MCA血流速度均在正常范围内，而且流速对称，但压迫双侧CCA
后，LMCA血流均不下降；C～D：CDUS图像，C：RCCA管径9.5 mm，向上分叉
后，分为RECA和RICA；D：LCCA管径4.5 mm，向上未见血管分叉，直接延续为
LECA，而LICA缺如。TCD：经颅多普勒；CDUS：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RMCA：
右侧大脑中动脉；LMCA：左侧大脑中动脉；MCA：大脑中动脉；CCA：颈总动
脉；RCCA：右侧颈总动脉；RECA：右侧颈外动脉；RICA：右侧颈内动脉；LCCA：
左侧颈总动脉；LECA：左侧颈外动脉；LICA：左侧颈内动脉；PI：搏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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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到搏动的颈动脉，用食指和中指按压颈动

脉。压颈的时候手法要轻柔，点到为止。压颈同

时还要注意有无栓子[16-17]脱落：注意看淡蓝色

频谱背景上是否有高强度的异常信号出现（图

8），同时注意听是否有尖锐的“鸟鸣音”[18]。若

年龄较大，有危险因素的患者，如果有条件，先

做CDUS，注意斑块的位置，压颈时避开。如果

没有CDUS，建议用4 MHz探头先做颅外动脉，

或者用听诊器听听颈部杂音。

2.5 “以点代面”——每根血管设置一个深

度，未探及血管全程 探查血管要尽可能地

探查其全长，尤其是MCA、VA及BA，要求我

们必须连续深度全程探查，MCA探测深度为

30～60 mm，VA深度为50～80 mm，BA深度为

80～110 mm[19]。

图9是一例LMCA远段狭窄患者的TCD频

谱，近段血流正常（图9A～C），但远段（图9D）

存在重度狭窄。所以说，探测血管一定要连续

深度探查，避免漏诊。

2.6 “盲人摸象”——单纯分析每一幅频谱，

没有频谱群的观念 Willis环的血管是一个整

体，互相影响，互相制约，需要整体评价血管情

况，而不能单一地分析每一幅频谱，要树立频

谱群的观念。

患者，男性，27岁，常年头痛，左侧颞窗穿

透不良。该烟雾病患者TCD图像示右侧颞窗

可见右侧颈内动脉终末段（right terminal 

internal carotid artery，RTICA）、右侧大

脑中动脉（right middle cerebral artery，

RMCA）（图10A）、RACA（图10B）示重

度狭窄。从右侧颞窗探查LMCA血流速度

88/41 cm/s（图10D基线下），左侧大脑前动脉

（left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LACA）（图

10D基线上）及LPCA（图10E）血流速度增快，

图7  与图6为同一例患者的头MRI检查
注：A：LICA未显影（红色箭头所指）；B：长箭头所指为LMCA，短箭头所指
为LPCA；C：VA汇合成BA后，发出LPCA和LMCA，并且LICA缺如；D、E：短箭
头所指为右侧颈动脉管及右侧颈内动脉的横切面，长箭头所指为缺如的
左侧颈动脉管。MRI：磁共振成像；LICA：左侧颈内动脉；LMCA：左侧大脑
中动脉；LPCA：左侧大脑后动脉；VA：椎动脉；BA：基底动脉；LICA：左侧
颈内动脉

图8  栓子信号
注：淡蓝色频谱背景上高强度的异常信号提示
栓子（箭头所示）

图9  一例LMCA远段狭窄患者的TCD频谱
注：图A～D深度分别为64 mm、60 mm、56 mm、46 mm，可见A、B、C图血流速度及频谱形态均正常，但是D图血流速度异常增快，
可见涡流、湍流，声频粗糙，提示为LMCA远段重度狭窄。LMCA：左侧大脑中动脉；TCD：经颅多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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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于LMCA，频谱形态大致正常。头MRA图

像示RTICA、RMCA、RACA限局性信号变

淡，提示重度狭窄（图10C）。如果孤立地分析

LMCA的血流速度及频谱形态，会得出LMCA

正常的结论。但如果对频谱群进行分析，发现

LACA及LPCA血流速度快于LMCA，发生血

流次序改变[20-21]，提示LMCA慢性闭塞，图10C

长箭头所指为LMCA主干消失，由新生烟雾状

血管替代。因此，这个年轻患者，没有脑血管病

常见高危因素，双侧TICA、MCA和（或）ACA

重度狭窄或闭塞，结合临床排除其他疾病后，

最终诊断为烟雾病。所以，应避免孤立地分析

每一幅频谱，树立频谱群的观念。

2.7 简单地认为“血流速度增快”等同于“脑

血管痉挛”，“血流速度减慢”等同于“脑供血

不足”，或仅仅报血流速度增快或减慢，而不去

寻找其原因 既往存在很多错误的观念，比如

TCD血流速度增快就是血管痉挛，而血流速度

减慢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些观念是不正确的[22]。

目前，随着TCD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操作者

认识到TCD不能报血管痉挛和供血不足，但又

诞生另一种错误，就是只报现象，如：某某血管

流速增快或某某血管流速减慢，这是另外一种

误区。绝大多数情况下，TCD应该报告的诊断

是：某某血管某某部位某某程度狭窄。血流速

度增快可见于多种情况[23]，如血管狭窄（图11A：

可见涡流、湍流，声频粗糙）、代偿性增快（图

11B：频谱形态大致正常）、动静脉畸形供血动

脉（图11C：搏动指数减低及隆隆样杂音）、血

管痉挛（图11D：均匀一致、多条动脉流速增快，

峰形尖锐）等。所以，血流速度增快不等于血

管痉挛，操作者需要认真分析每一幅频谱伴随

图10  一例患者的TCD频谱和头MRA图像
注：A：RMCA可见涡流、湍流，声频粗糙（提示重度狭窄）；B：RACA可见短弧线，闻及鸥鸣音（提示重度狭窄）；C：头MRA，短
箭头所指为RMCA、RACA起始处限局性血流信号缺失（提示狭窄）；长箭头所指为LMCA主干消失，由新生烟雾状血管替代；D：
从对侧颞窗探测的血流频谱，基线下方为LMCA，血流速度及频谱形态大致正常，基线上方为LACA，血流速度增快，频谱
形态正常；E：为LPCA，血流速度增快，频谱形态正常。由于LMCA血流速度慢于LACA和LPCA，出现血流次序改变，因此提示
LMCA慢性进展性闭塞。TCD：经颅多普勒；MRA：磁共振血管造影；RMCA：右侧大脑中动脉；RACA：右侧大脑前动脉；LMCA：
左侧大脑中动脉；LACA：左侧大脑前动脉；LPCA：左侧大脑后动脉

图11  血流速度增快的例子
注：A：血管狭窄，并可见涡流、湍流，声频粗糙；B：代偿性增快，频谱形态大致正常；C：动静脉畸形的供血动脉，搏动指数
减低及隆隆样杂音；D：血管痉挛，表现为均匀一致、多条动脉流速增快，痉挛期峰形尖锐，缓解期峰形圆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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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特点。血流速度减慢[23]也可见于多种情

况，如狭窄后的低流速低搏动（图12A：波浪状

频谱）；狭窄近段的低流速高阻力（图12B）、锁

骨下盗血时VA频谱（图12C：收缩期切迹）、颅

内压增高（图12D：血流速度减慢和搏动指数

增高，也常出现舒张期血流反向等变化）等。因

此，血流速度的改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痉挛或

供血不足，多数血流速度变化是由其他原因导

致的，这些频谱除了流速以外，还具有其他的

特点，操作者根据这些特点，绝大多数情况下，

可做出明确的诊断。

所以，规范TCD的正确操作和诊断非常重

要。TCD操作者应该做到：

①血管探测全面（包括双侧MCA、ACA、

PCA、TICA、CS、VA和BA）；

②每根血管连续深度全程探测（MCA 

30～60 mm，VA 50～80 mm）；

③BA探测深度要足够（80～110 mm）；

④同等看重血流速度及搏动指数；

⑤做好压颈实验；

⑥树立频谱群的观念；

⑦用好4 MHz探头；

⑧认真、仔细地寻找血流速度增快和减慢

的原因。

3  CDUS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CDUS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3.1 前后循环分开做 很多医院的收费标准

里，CCA、ICA、颈外动脉（external carotid 

artery，ECA）超声为一套收费，如果医生需要

明确后循环血管的情况，需要再做椎动脉超声

或锁骨下动脉超声。而前后循环血管是相互平

衡的，颈部血管超声需要同名血管对比、前后

循环血管对比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病例：男性，52岁，因头晕1年，右侧肢体

麻木1周就诊，既往高血压病史10年。该患者

CDUS可见双侧VA椎间隙段（图13A、B），VA

的管径和流速在正常范围内，如果孤立分析VA

频谱，会得出VA正常的结论。但是，与前循环

血管相比较（图13C）发现双侧VA椎间隙段阻

力指数较前循环明显增高，呈相对低流速高阻

力血流信号改变。因此根据这种相对变化，考

虑为VA或BA闭塞或重度狭窄。TCD检查发

现LVA呈相对低流速高阻力血流信号改变，未

探及RVA及BA血流信号。结合CDUS及TCD

检查，诊断为：RVA、BA存在极重度狭窄或闭

图12  血流速度减慢的例子
注：A：狭窄远段，低搏动指数的波浪状频谱；B：狭窄近段，搏动指数增高；C：锁骨下动脉盗血时椎动脉的频谱表现，收缩
期可见切迹；D：颅内压增高或脑死亡频谱，搏动指数增高，也常出现舒张期血流反向等变化

图13  1例椎-基底动脉闭塞患者的CDUS
及DSA图片

注：A～C：CDUS图像；A：LVA椎间隙段频谱，
管径2.6 mm，峰值流速32 cm/s，RI=0.85；
B：RVA椎间隙段频谱，管径2.9 mm，峰值
流速32 cm/s，RI=0.89；C：RICA频谱，峰值
流速116 cm/s，RI=0.65；D～F：DSA图像；D：
椎动脉造影时，LVA影像，但BA未显影；E：
椎动脉造影时，可见RVA V3段未显影；F：
RICA造影时，见造影剂通过右侧后交通动
脉，BA远端显影。CDUS：颈动脉彩色多普
勒超声；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LVA：左
侧椎动脉；RVA：右侧椎动脉；RICA：右侧
颈内动脉；BA：基底动脉；RI：阻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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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可能性大，建议进一步做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

查。DSA检查结果（图13D～F）示，RVA V3段

闭塞，BA近段闭塞。如果该患者最初做CDUS

时前后循环分开做的话，会怎么样呢？操作者

就无法对比VA与颈动脉的频谱形态，无法根据

阻力指数的细微变化，得出VA/BA颅内段病

变的结论，必然导致漏诊。因此，血管检查要全

面，颈动脉超声应该包括10根血管（CCA、ECA、

ICA、VA、锁骨下动脉）。

3.2 重视二维结构，忽视彩色多普勒及频谱多

普勒 很多医生做CDUS时只重视二维结构，二

维结构未见明显异常的就不继续检查彩色多

普勒及频谱多普勒，这会漏诊很多有用的信息。

在二维图像下，有时斑块回声很低，不易被发

现；也有时动脉远心段病变，近段二维结构虽

然没有改变，但根据血流频谱的变化，应该报

告为某某血管远段存在重度狭窄或闭塞。

一例典型ICA闭塞病例的超声表现（图14）。

二维结构下可见ICA起始处均匀等回声物质

填充，彩色多普勒显示ICA起始处红-蓝相间

的“开关征”，诊断为ICA起始处闭塞。这种典

型病例通常不会漏诊。一例CDUS漏诊的ICA

闭塞的病例（图15）。图15A可见ICA管腔内无

回声，二维结构下未见异常，但彩色多普勒（图

15B）见红蓝相间的“开关征”，频谱多普勒（图

15C）示低流速高阻力血流信号改变，提示ICA

起始处闭塞。这个病例最初被漏诊，分析是由

于操作者只重视二维结构，此患者管腔内被无

回声物质填充，被误认为ICA管腔通畅，未进一

步做彩色多普勒和频谱多普勒，最终导致ICA

起始处闭塞被漏诊。所以，“无回声”的管腔也

可能是闭塞，必须在彩色多普勒及频谱多普勒

下进一步确认。

另一例根据频谱多普勒诊断的病例，女性，

48岁，因左侧偏瘫就诊，该患者CDUS示双侧ICA

管腔通畅，二维下未见异常，彩色多普勒时双侧

ICA颜色不同，左侧明亮，右侧暗淡。频谱多普

勒时双侧也不同（图16A、B）：双侧ICA血流速

度、阻力指数明显不同，RICA呈相对低流速高

阻力血流改变，考虑颅内段重度狭窄或闭塞。该

患随即做了头MRI、MRA（图16C、D），证实

RICA终末段闭塞。所以，CDUS检查不仅要重

视二维结构，也要重视彩色多普勒及频谱多普

勒，根据频谱的异常，来诊断血管远段的病变。

3.3 对狭窄程度判断不准确 CDUS目前存在

的问题还包括对狭窄程度的判断不够准确，有

时高估狭窄率，有时低估狭窄率。很多超声操

作者根据纵切面扫查所得的图像，计算直径狭

窄率，作为血管狭窄程度的诊断结果。忽视血

图15  1例CDUS漏诊的ICA起始处闭塞的病例
注：A：二维图像见管腔通畅；B：彩色图像，血流中断；C：频谱图像，舒张期血流消失，呈低流速高阻力改变。ICA：颈内动脉；
CDUS：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

CBA

图14  1例ICA起始处闭塞的典型病例
注：ICA起始处闭塞，超声影像表现典
型，容易诊断。A：二维超声图像，可见
ICA起始处被等回声物质填充；B：彩色
图像，可见血流中断。ICA：颈内动脉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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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横切面的扫查及血流动力学的指标，这是判

断狭窄率不准确的主要原因。大多数斑块是偏

心型生长的，如果扫查的只是颈动脉的一个纵

切面，就会出现高估或低估狭窄率的情况；如

果超声声束正好切在斑块最厚处，就会高估

为LCCA中段狭窄（＜50%）。

病例2（图18），RICA纵切面可见管腔内

不均匀略低回声斑块，造成管腔狭窄，根据

纵切面显示的狭窄，似乎狭窄并不重。结合横

切面，管腔内稍低回声大斑块，仅残余细小的

血流通过，面积狭窄率高达95%，狭窄处血流

速度549/276 cm/s，可见涡流、湍流，声频粗

糙，狭窄远端血流速度38.3/20.0 cm/s，呈低

流速低搏动血流信号改变。TCD报告：前交通

动脉开放。因此：结合纵切面图像、横切面图像

和血流动力学改变，可以诊断RICA起始处狭窄

（90%～99%）。

由这两个病例可以看出，狭窄程度的诊断，

必须要结合纵切面的狭窄率、横切面的图像、

狭窄局部最高血流速度、频谱形态的改变、狭

窄段/狭窄远段的流速比值，以及远段侧支循

环开放情况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24-25]。

3.4 对斑块易损性判断不正确 颈动脉粥样硬

狭窄程度；如正好切在最薄处，则会低估狭窄

程度。两个病例能说明这个问题：病例1（图17）

LCCA中段纵切面上可见前外侧壁有一个较大

的均匀等回声斑块，造成管腔狭窄，直径狭窄

率57%，那么根据这幅图的直径狭窄率，能诊

断LCCA中段狭窄（50%～69%）吗？结合这个

部位横切面图像，可见这是偏心型斑块，纵切

面的扫查面正好切在了斑块的最厚的切面上，

所以高估了它的狭窄率，狭窄处的血流速度为

118/38.3 cm/s，频窗填充，声频粗糙，因此，根

据纵切面、横切面图像及频谱分析，正确诊断

图16  一例颈内动脉颅内段闭塞患者CDUS、磁共振图像
注：A：LICA，色彩明亮，峰值血流速度为94.5 cm/s，RI=0.58；B：
RICA，色彩暗淡，收缩期峰值流速42.4 cm/s，RI=0.67；C：MRI
可见梗死灶（箭头）；D：MRA显示RICA终末段闭塞（红色箭头）。
CDUS：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LICA：左侧颈内动脉；RICA：右
侧颈内动脉；MRI：磁共振成像；MRA：磁共振血管造影；RI：阻
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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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CDUS狭窄程度的判断（病例1）
注：A：LCCA中段的纵切面扫面，直径狭窄率为57%；B：狭窄处的横切面图像，可见偏心型斑块；C：局部血流速度
118/38.3 cm/s，频窗填充，声频粗糙。CDUS：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LCCA：左侧颈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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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CDUS狭窄程度的判断
注：A：ICA起始处纵切面扫描，可见局部管腔狭窄；B：横切面
扫描，可见管腔内较大的稍低回声偏心型斑块，残余细小血
流通过；C：狭窄处血流速度549/276 cm/s，可见涡流、湍流，
声频粗糙；D：狭窄远段血流速度38.3/20.0 cm/s，呈相对低
流速低搏动血流信号改变。CDUS：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
ICA：颈内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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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引起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重要的病理基础。

颈动脉易损斑块破裂，继发血栓形成或者破溃

形成栓塞，是患者发生脑血管事件及致死的重

要原因，因此准确判定斑块的易损性对预防脑

梗死的发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CDUS稳定

斑块的特征是：等回声的扁平斑块，内部回声均

匀，表面纤维帽完整（图19A）。易损斑块[26-28]包

括（图19B～H）：图19B可见斑块回声不均匀，

表面纤维帽破裂；图19C～D为溃疡斑，图19C

可见斑块回声不均匀，表面纤维帽破裂，形成

火山口样改变；图19D可见血流向斑块内注入；

图19E～F为斑块出血合并斑块肩部破裂，图

19E箭头所指为低回声斑块（考虑为斑块内出

血），导致局部管腔严重狭窄；图F可见在心脏

收缩期时，血流由斑块下肩部注入，由上肩部

冲出；图19G～H为斑块表面浮动，纤维帽破裂，

横切面上可见斑块一部分随血流上下浮动。

3.5 忽视VA开口处扫查 很多操作者做CDUS

时忽视VA开口处的检查。动脉粥样硬化在VA

全程中发生率最高的部位是VA开口处，而椎间

隙段较少见[29]。所以说，如果忽视了VA开口处

的探查，那就漏诊了绝大多数的VA病变。

3.6 对病变性质鉴别不足 CDUS的诊断需要

做到不仅定位（某某血管）、定量（某某程度狭

图19  稳定斑块及各种易损斑块的超声表现
注：A：稳定斑块，等回声扁平斑，表面纤维帽完整（箭头）；B～H：易损斑块；B：斑块表面纤维帽破裂（箭头）；C、D：为同个
溃疡斑块；C：可见斑块内部回声不均匀，表面纤维帽不连续，呈火山口样改变（箭头）；D：可见血流向斑块内充盈（箭头）；E、
F：为同一个斑块内出血合并斑块破裂；E：可见低回声斑块（考虑斑块内出血），导致管腔严重狭窄（箭头）；F：可见在心脏收
缩期时，血流从斑块下肩部注入，从上肩部流出（箭头）；G、H：为同一个斑块随血流浮动，可见纤维帽破裂（箭头），斑块一
部分随血流上下浮动

图20 颈动脉不同病变性质的超声表现
注：A：动脉粥样硬化改变，在管腔内局部隆起（箭头）；B：大动脉炎，可见血管内中膜被褥样增厚（箭头）；C：颈总动脉夹层，
双腔征，黄色箭头所指为真腔，白色箭头所指为假腔；D：与图C为同一例患者的CTA表现，白色箭头为颈总动脉夹层；E：颈内
动脉夹层所致真腔闭塞，呈火焰征（箭头）；F：与图E为同一例患者的CTA表现，可见火焰征（箭头）；G：颈内动脉近段夹层，
假腔内壁内血肿形成，导致真腔较长节段的多发狭窄呈线样征（箭头）；H：放疗后血管损伤导致的颈总动脉闭塞（箭头）；I：
颈总动脉真性动脉瘤，可见动脉局部膨大，血管壁三层结构完整（箭头）；G：颈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箭头所指为假性动脉瘤，
可见瘤体内血栓形成；K：颈动脉体瘤，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导致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间距增宽，团块内部回声不均质（箭
头），彩色多普勒下，可见血流信号频谱与颈外动脉相近。CTA：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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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还要尽量做到定性诊断（病变性质）。常

见的病变性质[30]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图20A）、

大动脉炎（图20B）、动脉夹层（图20C～G）、放

疗后血管损伤（图20H），还包括一些不常见的

病变：如血管先天性发育不良或不发育、真性

动脉瘤（图20I）及假性动脉瘤（图20G）、颈动

脉体瘤（图20K）等等，这些病变在CDUS时有

不同的特点。所以，血管超声医生要根据蛛丝

马迹，定位责任血管、病变部位，不仅要对病变

进行定位、定量，还需要做到定性分析。

那CDUS检查应该怎么做呢？

①血管检查全面，CDUS常规应包括CCA、

ICA、ECA、VA、锁骨下动脉（subclavian 

artery，SubA）；

②同等重视二维结构、彩色多普勒及频谱

多普勒，鉴别重度狭窄还是闭塞时，加用能量

多普勒；

③扫查血管时，不仅进行纵切面扫查，也要

进行横切面扫查。在判断狭窄程度时，纵切面

和横切面的图像、狭窄局部血流速度、狭窄段

与狭窄远段血流速度比值、狭窄远段（狭窄以

远3 cm）频谱，以及侧支情况要结合在一起，尤

其要以血流动力学变化为主，来判断狭窄程度；

④注意评估斑块的易损性；

⑤常规探查VA开口处；

⑥不仅要注意狭窄程度的判断，也要尽量

鉴别病变性质，做到定位、定量、定性。

除了上述血管超声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技

术问题以外，还有很多因素限制了血管超声的

发展。目前很多医院TCD和CDUS分属不同的

科室，所以TCD和CDUS的联合诊断就遇到了

阻碍。同时，超声与临床沟通不足，超声离开了

临床的基础，其准确性也就会降低；临床医生

不了解超声的知识，对其无法正确应用。超声

操作者应提高神经内科的临床知识、相关的影

像学知识，注重加强TCD与CDUS之间、血管

超声与临床医生之间的相互沟通，重视血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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