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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脑血管病已成为人类健康的首要威胁，其主要病理基础是动脉硬化，动脉僵硬度与发病率和死亡

率相关．脉搏波传导速度（Ｐｕｌｓｅ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ＷＶ）与动脉弹性模量直接相关，能够定量地反映动脉硬化程

度，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超声技术因其操作简单、无创、实时性好等优点，已成为目前动脉局域 ＰＷＶ
检测的主要手段．对相关检测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阐述了各方法的基本原理，讨论了各自的优点和存在的局

限性，展望了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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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脑血管病发病率高、预后差，已成为危害人

类健康的主要疾病［１－２］ ．其主要病理基础是动脉硬

化［３－４］，表现为动脉血管壁增厚、变硬而逐渐失去

弹性的病理过程．动脉僵硬度又称动脉弹性、动脉

顺应性，是对动脉硬化的客观度量方式之一，可反

映动脉结构和功能的变化［５］ ．多种危险因素通过损

伤血管内皮导致内膜下脂质沉积、内膜灶状纤维

化、粥样斑块形成、管腔狭窄、管壁结构成分改变、
管壁僵硬度增高［６－７］等．因此，动脉僵硬度的早期检

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病的重点，也是评价干预性治疗

的疗效和指导用药的依据等．
作为评估动脉僵硬度的经典指数之一，脉搏波

传导速度 （Ｐｕｌｓｅ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ＷＶ）与动脉弹性

模量直接相关，能够及时准确反映动脉硬化程

度［８－９］ ．２００３ 年欧洲高血压 ／心脏协会发布的高动

脉压管理指南首次提出，脉搏波速测量可能有助于

高血压血管损害的发现［１０］ ．２００７ 年的欧洲高血压

指南 ［１１］及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２００９ 年基层版［１２］

则明确将脉搏波速度列为实验室检查项目之一．研
究表明，作为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ＰＷＶ 是

动脉硬化定量评价的优选指标［１３－１４］ ．由于动脉硬

化早期好发于一些特定位置的动脉管段如颈动脉，
冠状动脉等，因此，这些部位的局域动脉管壁弹性

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针对动脉局域管段 ＰＷＶ 检

测已 成 为 早 期 定 量 评 价 动 脉 硬 化 的 研 究 热

点［１５－１６］ ．
超声检测因其操作简便、安全、无创，特别是高

帧频扫描，实时性好，不仅能够提供组织的结构信

息，还可以实时提供检测目标的运动信息，如超声

心动矢量成像、组织弹性实时成像及高速血流多普

勒成像［１７－２０］等，广泛应用于活体组织的运动状态

检测．应用超声扫描测量血管管腔半径的脉动变

化、血流速度变化等参量估计 ＰＷＶ，是目前动脉局

域 ＰＷＶ 检测的主要手段［２１－２４］ ．近年来，利用超声

平面波技术的成像扫描，帧频可高达 ２０ ０００ Ｈｚ［２５］，
能够同时提高时间空间分辨率，具有较高成像对比

度与信噪比等优势，为临床心脑血管疾病诊断提供

更有效的检测方法，促进了超声在动脉局域 ＰＷＶ
检测研究中的发展［２６－２７］ ．目前临床上常用超声检

测动脉局域 ＰＷＶ 的方法主要分为 ２ 类：传输时间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ｉｍｅ，ＴＴ）法和环路（Ｌｏｏｐ）法．其中环路法

包括压力－速度环（ＰＵ－ ｌｏｏｐ）、直径 －速度环（ ｌ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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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ｌｏｏｐ）和流量－面积环（ＱＡ－ｌｏｏｐ）等．本文对

相关检测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阐述了各方法的基

本原理，讨论了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展望了超声

动脉局域 ＰＷＶ 检测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１　 基于超声 ＴＴ 法的动脉局域 ＰＷＶ 检测

１．１　 基本原理　 超声 ＴＴ 法通过超声扫描采集动

脉血管段的管腔直径、血流速度等脉动变化波形，
计算由于脉搏波传播引起的血管段距离为 ΔＬ 的 ２
点间波形的时间延迟 Δｔ，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脉搏波测量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ｏｒ ＰＷＶ

　 　 其中 Ａ，Ｂ 两点分别为波形记录点，ΔＬ 为这 ２
个记录点的脉搏波传导距离，Δｔ 为从 Ａ 到 Ｂ 的传

导时间，则 ＡＢ 段内的平均 ＰＷＶ 为［２８］：

ＰＷＶ＝ΔＬ
Δｔ

． （１）

１．２　 检测方法 　 超声 ＴＴ 法检测动脉局域 ＰＷＶ
时，首先利用线阵超声探头，以 ｎ 线声束沿脉搏波

传播方向从左到右对一段颈总动脉血管进行扫描，
如图 ２ 所示．对射频回波信号利用移动互相关算法

估计 ｎ 个声束位置的脉动位移曲线，再根据移动互

相关算法估计声束 １ 与其余 ｎ－１ 个声束位置 ２ 点

间的脉搏波传输时间，计算 ２ 点间的 ＰＷＶ 值．最后

对整段血管两两点估计的结果线性拟合获得 ＰＷＶ
的平均值．利用移动互相关算法检测脉动位移或脉

搏波传播时间的方法中，令 ＲＮＣＣ为最大相关系数，
其定义式可表示为［２９］：

ＲＮＣＣ ＝

μ＋ω－１

ｍ ＝ μ
ｆ（ｍ）ｇ（ｍ ＋ τ）


μ＋ω－１

ｍ ＝ μ
ｆ２（ｍ）

μ＋ω－１

ｍ ＝ μ
ｇ２（ｍ ＋ τ）

， （２）

其中，ｍ 表示信号采样数，τ 表示信号位移量，ω 为

窗口大小，μ 为窗口起始点，ｆ（ｍ） 与 ｇ（ｍ） 分别表

示 ２ 个相对运动的目标信号和参考信号．
基于超声 ＴＴ 法检测存在的问题及应用，研究

者开展了具有不同针对性的研究．Ｂｅｎｔｈｉｎ 等［３０］ 采

用基于互相关分析的散斑跟踪方法，对原始的超声

射频信号进行处理，计算出管壁的脉动位移，从不

同位置的血管壁运动曲线检测出对应延时，即脉搏

波传播的时间．通过超声图像测量传播距离，从而

计算出平均 ＰＷＶ；Ｈａｒｔｌｅｙ 等［３１］ 利用 ２０ ＭＨｚ 的脉

冲超声多普勒测量仪检测小鼠主动脉弓和下游 ４
ｃｍ 的腹主动脉的血流速度，并同时记录 ＥＣＧ 信

号．速度波的上行冲程在每个位点相对于 ＥＣＧ 的 Ｒ
波进行计时，并通过分离距离除以 Ｒ 波的时间差

来计算 ＰＷＶ；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等［３２］ 利用脉冲重复频率为

４ＫＨｚ 的超声平面波采集一名正常男性的颈动脉 Ｂ
超序列图像，利用移动互相关原理估计动脉壁的相

对运动，上下管壁相对运动之间的差异即为管壁径

向脉动位移（ＤＷＦ） ．作者进一步比较了用第 ｉ 个声

束位置与第 ｉ＋１ 个对应的 ＤＷＦ 进行互相关，以及

利用第 ｉ 个声束位置与第 ｉ＋４ 个对应的 ＤＷＦ 进行

互相关延迟时间来估计 ＰＷＶ．结果表明，后者延迟

时间估计的 ＰＷＶ 更接近文献报道．Ｌｕｏ 等［３３］ 使用

彩色超声诊断系统临床采集正常人体一段颈总动

脉的 Ｂ 超序列图像，然后利用互相关算法对超声

射频回波信号提取不同位置的管壁脉动位移曲线，
并对该结果再次利用互相关算法估计脉搏波传输

延迟时间，最后对所获序列延迟时间进行线性拟合

估算 ＰＷＶ．
１．３　 优点与局限性 　 ＴＴ 法作为一种无创的超声

检测方法，能实时检测出动脉特定距离段内的平均

ＰＷＶ．该方法原理简单，操作方便，重复性高，背景

因素影响少．方法中利用脉冲多普勒检测动脉血管

中的血流速度时，因声束角度不会显著影响上行冲

程的相对时间，对多普勒角度引起的伪影相对不敏

感［３４］ ．ＴＴ 法可用于评估动脉僵硬度的系统性变化，
例如随年龄增长而自然发生的血管系统性变

化［３５］ ．该方法也常用于早期动脉硬化的检测，但检

测动脉局域管段中的平均 ＰＷＶ 也可能掩盖微小

病灶处的 ＰＷＶ 突变．例如在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分
布在血管壁上毫米大小的硬化斑块，利用 ＴＴ 法估

计该血管段的平均 ＰＷＶ 就难以检测出这些微小

的病变．此外，该方法还会受多普勒时间分辨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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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１６ 线声束超声扫描（ａ）及不同时刻脉搏波传播至声束 １（ｂ）和声束 １６（ｃ）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１６－ｌｉｎｅ ｓｏｕｎｄ ｂｅａｍ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ｓｅ ｗａｖ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ｂｅａｍ １ （ｂ）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ｂｅａｍ １６ （ｃ）

限制．传播距离越短，所需的脉冲重复频率越高，例
如当检测只有 ３ ～ ４ ｃｍ 的肺主动脉 ＰＷＶ 时，该方

法并不适用［３６］ ．研究表明，ＴＴ 法测量两点间平均

ＰＷＶ 的最短距离应大于 ５ ｃｍ［３７］，并且在血管发生

弯曲或者动脉段的长度超过视野均会导致传输距

离估计不准确，进而导致 ＰＷＶ 估计产生误差．此
外，基于超声射频信号的 ＴＴ 法估计 ＰＷＶ 时需要

综合设定扫描帧频和声束密度，检测参数与处理环

节相互影响也会造成结果存在较大差异［２７，３８］ ．在对

血管段进行超声扫描过程中由于受测对象呼吸产

生的抖动，操作者探头用力不平衡、不稳定等都会

导致 ＰＷＶ 估计结果产生误差．如何恰当地识别检

测波形上的时间基准点作为估计传播延迟时间的

参考点也是 ＰＷＶ 估计出现误差的主要原因［５］ ．

２　 基于超声环路法的动脉局域 ＰＷＶ 检测

２．１　 ＰＵ 环路法基本原理　 在流体力学中，由于液

体的可压缩性和管壁弹性引起不稳定流动现象，压
力会随流体速度的改变而变化，Ｋｒｉｅｓ［３９］ 将此现象

应用到血液动力学研究中，其水锤方程为：
ｄＰ ±＝ ρｃｄＵ ±， （３）

其中，Ｐ 代表动脉血管压力，Ｕ 代表血流速度，ρ 代

表血液密度，ｃ代表脉搏波速， ＋ 代表入射波， － 代

表反射波．Ｋｈｉｒ 等［３６］ 进一步检测动脉血管特定位

置在一个心动周期内的血管压力和血流速度，建立

压力 － 速度曲线，即 ＰＵ环，如图 ３（ａ） 所示．在该环

的无反射波阶段，动脉的局域 ＰＷＶ 为：

ＰＷＶ ＝ ｃ ＝ ｄＰ
ρｄＵ

． （４）

２．２　 ＱＡ环路法基本原理 　 根据血液动力学的波

动方程，动脉的 ＰＷＶ 为［４０－４１］：

ＰＷＶ ＝
Ａ
ρ

１
ＣＡ

， （５）

其中，ρ 为血液密度，Ａ为时间期间内平均血管横截

面积，ＣＡ 为血管局部顺应性，定义为：

ＣＡ ＝ ｄＡ
ｄＰ

， （６）

其中，Ａ 为血管的横截面积，Ｐ 为动脉血管压力．
当动脉系统中无反射波存在时，动脉的特性阻

抗为［４０－４１］：

ＺＣ ＝ ｄＰ
ｄＱ

． （７）

将（６） 式代入到（７） 式中，得到特性阻抗与顺应性

的关系为：

ＺＣ ＝ ｄＰ
ｄＡ

ｄＡ
ｄＱ

＝ １
ＣＡ

ｄＡ
ｄＱ

． （８）

另一方面，根据波动方程，特性阻抗也可以通过下

式计算 ［４０－４１］：

ＺＣ ＝ ρ
Ａ

１
ＣＡ

． （９）

将（５） 式与（９） 式相乘，得到：

ＰＷＶＺＣ ＝ １
ＣＡ

． （１０）

然后将（８） 式中的特性阻抗 ＺＣ 代入到（１０） 式中，
整理得到：

ＰＷＶ ＝ ｄＱ
ｄＡ

． （１１）

Ｒａｂｂｅｎ 等［４２］ 通过超声检测动脉血管特定位

置的血流量和血管横截面积在一个心动周期内的

变化，建立血流量 － 横截面积曲线，即 ＱＡ 环，如图

３（ｂ） 所示，在该环的无反射阶段，根据（１１） 式计

算动脉的局域 ＰＷ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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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ｌｎ（Ｄ）Ｕ环路法基本原理 　 根据血液动力学

的波动方程，对 （５） 式平方得到：

Ｃ２ ＝ Ａ
ρ

１
ＣＡ

＝ Ａ
ρ

ｄＰ
ｄＡ

． （１２）

将血管视为直径为 Ｄ 的圆管，则：
ｄＡ
Ａ

＝ ２ｄＤ
Ｄ

． （１３）

将（１３） 式代入到（１２） 式中，整理得：

ｄＰ ＝ ρｃ２ ２ｄＤ
Ｄ

． （１４）

将（３） 式的水锤方程代入（１４） 式中，并用管腔中

心血流速度 Ｕ 近似代替血管压力 Ｐ 得到：

ｄＵ ＝ ｃ ２ｄＤ
Ｄ

． （１５）

则动脉血管局域 ＰＷＶ 为：

ＰＷＶ ＝ ｃ ＝ ｄＵ
２ｄｌｎ（Ｄ）

． （１６）

Ｆｅｎｇ 等［２１］ 通过超声检测动脉血管特定位置一个

心动周期的血流速度和管壁脉动位移曲线，并据此

建立直径对数 － 速度曲线，即 ｌｎ（Ｄ）Ｕ 环，如图 ３
（ｃ）所示，在该环的无反射阶段，动脉的血流速度

变化与管腔直径对数变化之比是 ＰＷＶ 的 ２ 倍．
２．４　 检测方法 　 基于环路法检测动脉局域 ＰＷＶ
时，首先利用脉冲多普勒超声测量仪检测动脉血管

特定位置的血管和血流超声射频回波信号，根据射

频回声跟踪技术和脉冲多普勒技术分别估计管壁

脉动位移曲线和血流速度曲线．射频回声跟踪技术

估计管壁的脉动位移中，根据移动互相关算法找到

最大相关系数来估计管壁的脉动位移．相关系数的

定义已由（２）式给出．超声脉冲多普勒技术估计血

流速度时，根据自相关算法估计 Ｎ 次超声脉冲回

波复包络信号的平均相移，记为［４３］：
ϕ（ｄ） ＝ ａｒｃｔａｎ


Ｎ

ｉ ＝ ２
Ｉ（ ｉ，ｄ） ｒ（ ｉ － １，ｄ） － ｒ（ ｉ，ｄ） Ｉ（ ｉ － １，ｄ）


Ｎ

ｉ ＝ ２
ｒ（ ｉ，ｄ） ｒ（ ｉ － １，ｄ） ＋ Ｉ（ ｉ，ｄ） Ｉ（ ｉ － １，ｄ）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１７）
进一步使用超声多普勒公式计算径向深度 ｄ 处血

流速度：

ｖ（ｄ） ＝ －
ｃｆｐｒｆ
４πｆ０

ϕ（ｄ）， （１８）

其中 ｒ（ ｉ，ｄ） 与 Ｉ（ ｉ，ｄ） 分别为第 ｉ次反射超声脉冲

图 ３　 ＰＵ 环，ＱＡ 环和 ｌｎ（Ｄ）Ｕ 环

Ｆｉｇ．３ ＰＵ－ｌｏｏｐ，ＱＡ－ｌｏｏｐ ａｎｄ ｌｎ（Ｄ）Ｕ－ｌｏｏｐ

复包络信号在经向位置 ｄ 的同相和正交分量，ｃ 为

声速，ｆｐｒｆ 表示超声脉冲发射频率．
对于动脉血管压力，通常使用压平眼压计，或

者使用袖套式压力计测量结果来代替相关局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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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压，也可以使用超声技术测量管壁脉动位移曲

线，将直径的脉动变化转化为血管的压力变化．根
据检测到的压力曲线、血流速度曲线和直径脉动变

化曲线，计算血流量和血管的横截面积，建立压力

－速度曲线（ＰＵ 环）、血流量－横截面积曲线（ＱＡ
环）和血管直径的对数－速度曲线（ ｌｎ（Ｄ）Ｕ 环），在
环的线性无反射阶段，通过线性拟合确定斜率，计
算 ＰＷＶ 结果．

在基于超声环路法检测动脉局域 ＰＷＶ 研究

中，Ｓｗｉｌｌｅｎｓ 等［２２］ 利用脉冲多普勒超声仪检测 ３７
位健康受试者颈动脉的血流速度和管壁脉动位移

曲线，并同时利用压平眼压计检测颈动脉的血管压

力曲线，据此建立 ＰＵ 环、ＱＡ 环和 ｌｎ（Ｄ）Ｕ 环，估
计并比较了 ＰＷＶ 的检测性能．结果表明，３ 种环路

法均能有效检测动脉的局域 ＰＷＶ，但 ＰＵ 法高估

ＰＷＶ，而 ＱＡ 法和 ｌｎ（Ｄ）Ｕ 法均低估 ＰＷＶ．Ａｌａｓｔｒｕｅｙ
等［４４］通过建立含有人体 ５５ 个动脉部位的 １ 维纯

弹性和粘弹性数值血管模型，根据 ＰＵ 法、ＱＡ 法和

ｌｎ（Ｄ）Ｕ 法估计不同部位的 ＰＷＶ，并与模型理论值

进行对比．结果表明 ３ 种方法均能有效检测 ＰＷＶ，
但 ＱＡ 法和 ｌｎ（Ｄ）Ｕ 均低估 ＰＷＶ，而 ＰＵ 法高估

ＰＷＶ，在粘弹性较弱的情况估计误差较小． Ｋｈｉｒ
等［４５］利用汞压力计和超声流量计检测了 １１ 只麻

醉狗的血管压力和血流速度，并在上胸部、膈肌、腹
部和左髂动脉 ４ 个部位人工产生持续 ３ ｍｉｎ 的闭

塞，以此检测动脉闭塞对 ＰＵ 回路的影响．结果表

明对于闭塞的动脉血管，ＰＵ 环路法能够有效检测

其 ＰＷＶ．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１６］ 根据超声高帧频可追溯的

彩色血流成像技术检测 ７ 只小鼠的左颈动脉，通过

对每一帧彩色图像中血流流过的区域进行积分得

到血管管腔横截面积，血管的横截面积乘以平均速

度得到血流量，据此建立 ＱＡ 环并估计对应的

ＰＷＶ，结果表明 ＱＡ 法能有效检测 ＰＷＶ，尤其适用

于结构较特殊的动脉段．Ｄｉ 等［４６］ 通过超声仪检测

１０ 只幼年鼠和 ９ 只老年鼠的腹主动脉 Ｂ 超图像和

脉冲多普勒血流图像，分别利用边缘检测及斑点追

踪技术估计血管直径脉动变化曲线和血流速度曲

线，并建立 ｌｎ（Ｄ）Ｕ 环估计对应的 ＰＷＶ，结果表明

ｌｎ（Ｄ）Ｕ 法能有效检测 ＰＷＶ，其中老年组的 ＰＷＶ
值高于幼年组的结果．Ｋｈｉｒ 等［３６］ 通过检测全身和

肺动脉系统的血管压力和血流速度，并利用 ＰＵ 环

路法估计 ＰＷＶ，同时分离血管压力和血流速度的

入射波和反射波．结果表明，ＰＵ 环路法不仅能有效

检测 ＰＷＶ，而且能够实现入射波和反射波的分离．
结果有助于认识在整个心动周期内动脉波的传播

方式．Ｂｏｒｌｏｔｔｉ 等［２３］通过超声仪测量了 １ ７７４ 个健康

人的颈动脉和股动脉的血流速度和血管直径，利用

ｌｎ（Ｄ）Ｕ 环路法估计 ＰＷＶ，并据此研究动脉扩张

性、最大入射波强度、最小反射波强度和反射系数．
结果表明，股动脉系统的 ＰＷＶ 值高于颈动脉的

值，而股动脉的扩张性低于颈动脉的扩张性．
２．５ 　 优点与局限性 　 基于环路法的动脉局域

ＰＷＶ 检测通过检测动脉血管一个特定位置的血管

压力、血流速度和管腔直径估计 ＰＷＶ，避免了 ＴＴ
法难以测量短距离动脉段 ＰＷＶ 的局限性，局域性

优势更明显，特别适合于生理结构复杂的动脉系

统，如颈动脉分叉和肺动脉等［２２］ ．研究表明，ＰＵ 法

对于正常血管和闭塞血管均能有效检测 ＰＷＶ，鲁
棒性好［３６］，但是动脉血管压力的无创测量是难点．
动脉系统中不同部位的血管压力是变化的［４１］，利
用肱动脉压代替局部动脉压力并不准确．虽然压平

眼压计测量效果较好，但获得合理的颈动脉波形通

常需要 ３０ ｍｉｎ 或更长时间，并且同时进行超声和

压平眼压计测量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３７］，即难以

同步测量动脉血管压力和血流速度．研究表明如果

速度滞后于压力，ＰＵ 回路的初始斜率将产生不正

确的偏高波速，反之又将产生不正确的偏低波

速［４７］ ．此外，因冠状动脉受主动脉和微循环末端的

影响，ＰＵ 法不适于其波速分析［２４］；而 ＱＡ 法和 ｌｎ
（Ｄ）Ｕ 法避免了动脉血管压力的测量，只需使用超

声扫描测量管壁脉动变化和血流速度即可估计

ＰＷＶ，操作简单，方便，精确度高．但在 ＱＡ 法中，通
常将血管理想化为刚性长直均匀的圆形管，据此计

算血管的横截面积和血流量，然而对于出现管腔狭

窄病变的血管，该方法并不适用．而 ｌｎ（Ｄ）Ｕ 法通

过超声检测血流速度和血管直径直接建立 ｌｎ（Ｄ）
Ｕ 环，无需其他参量，减少了估计误差，该方法尤其

适用于管腔狭窄血管的检测．但研究表明该方法对

于使用管腔的内径或外径很敏感［２２］，会对估计的

ＰＷＶ 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在基于环路法估计 ＰＷＶ
时，心动周期的收缩期上冲段被认为是不受反射波

影响，据此来计算 ＰＷＶ．实际上，在收缩期上冲段，
反射波还存在一定影响，尤其在 ＰＷＶ 较大时．环路

法对该段的线性拟合结果很敏感，现行方法均通过

主观选取拟合区域来确定环的线性部分斜率，对估

计的结果会产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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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总结与展望

ＰＷＶ 与血管壁的弹性模量直接相关，能及时

准确反映动脉血管的硬化程度．本文对目前临床上

常用超声检测动脉局域 ＰＷＶ 的 ＴＴ 法和环路法进

行了归纳总结．作为一种无创的超声检测方法，ＴＴ
法能实时检测出动脉特定距离段内的平均 ＰＷＶ，
原理简单，操作方便，重复性高，背景因素影响少，
常用于早期动脉硬化的检测．但该方法受多普勒时

间分辨率的限制，不适于检测短距离的动脉段．环
路法通过检测动脉血管一个特定位置的血管压力、
血流速度或管腔直径估计 ＰＷＶ，避免了 ＴＴ 法测量

短距离动脉段 ＰＷＶ 的局限性，局域性优势更明

显，特别适合于生理结构复杂的动脉系统．但在环

路法中，血管压力的无创测量，低速血流的检测和

确定无反射波线性段是难点．由于 ＴＴ 法和环路法

在估计动脉局域 ＰＷＶ 时各有利弊，所以应根据实

际的临床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未来在超声

检测动脉局域 ＰＷＶ 的 ＴＴ 法中，针对反射波的影

响及超声斑点的随机干扰，如何准确地识别脉搏波

上的时间基准点改善脉搏波传输延迟时间的估计

是提高检测精度的研究重点．而在基于环路法检测

动脉局域 ＰＷＶ 时，需要准确检测管腔内血流流态

分布，特别是靠近血管壁的低速血流速度，从而改

善血流量及平均流速的估计．另外，如何准确客观

地确定无反射波干扰线性上冲段也是后续研究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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