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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臂踝脉搏波速度测量的重复性研究
王梦琴顾东风
【摘要】

曾杰

陈纪春孙冬玲

目的评价臂踝脉搏波速度测量的可靠性。方法

由两名测量者对２３名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和７名

健康受试者进行臂踝脉搏波速度的测量。测量分为两阶段，中间间隔２周，每一阶段在同一天上午（８：３０～１１：ｏｏ）和
下午（１３：３０～１６：００）分别进行测量。结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测量者问和测量者内（不同时间）臂踝脉搏波速
度无显著性差异。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测量者同和测量者内臂踝脉搏波速度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为０．９２５～０．９９２
（Ｐ＜ｏ．０１），组内相关系数为０．９２４～０．９９２（Ｐ＜Ｏ．０１）；健康受试者测量者间和测量者内臂踝脉搏波速度的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为０．６７４～０．９７４（Ｐ＜ｏ．０５），组内相关系数为０．６７２～０．９７３（尸＜ｏ．０５）。Ｂｌａｎｄ－Ａｈｍａｎ图显示，测量者间
和测量者内臂踝脉搏波速度有较好的一致性。结论在规范的测量条件下，测量者间和测量者内的臂踝脉搏波速
度的重复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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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多项研究表明，动脉僵硬度是老年人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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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管疾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１］，动脉僵硬度的增加

ｂａＰｗＶ），测出的ｂａＰＷＶ可反映大动脉和中动脉

出现在临床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之前［２］。因此，及

的弹性。此方法操作简便、省时，适合于大规模人群

时准确地检出动脉僵硬度增加的患者，并进行早期

的筛查及随访。目前该方法所测指标的可靠性在中

干预，对避免或延缓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发生、发

国人群中还没有得到确认，因此，笔者拟在中国人群

展，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脉搏

中评价ｂａＰＷＶ测量的重复性。

波速度（ｐｕｌｓｅ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ＷＶ）被认为能够很

好地反映动脉硬化程度［３］，是血管损伤的标志之

１资料与方法

一Ｈ］，并且能作为血管性疾病的临床预测因子［５］。

１．１研究对象

现在通过线性膨胀技术，可以同步测出双侧臂踝脉

试者分为两组：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组：患有糖尿

３０名受试者，通过询问病史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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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既往的生活习惯。

及以上的受试者２３人（男１２例，女１１例），年龄

测量仪器为日本Ｃｏｌｉｎ公司研制生产的动脉硬

２７～７４岁，平均年龄（４７土１０）岁；健康受试者组：无

化诊断装置ＢＰ－２０３ＲＰＥ ＩＩ（ＶＰ－１０００）。受试者采用

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的

仰卧位，去枕平卧静息５ｒａｉｎ后进行测量。首先将

受试者７人（男４例，女３例），年龄２３＂－－５３岁，平均

四肢的袖带绑到上臂和脚踝处，上臂袖带下缘距肘

年龄（４１士１１）岁。人选受试者均无心律失常和下肢

窝２ｃｍ，袖带的压力感受器置于肱动脉上，脚踝处袖

动脉疾病。

带下缘距足背两指距离，袖带的压力感受器置于内

１．２方法所有受试者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两名

踝后下方ｌｃｍ处，袖带松紧程度以能平放入两指为

医师进行问卷调查、人体测量和ｂａＰＷＶ的测量。

宜；然后将心电电极置于两手腕部，将心音电极置于

问卷调查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年龄、性别）和既往

胸骨左缘第四肋问；最后输入被测量者的身高、体

疾病史（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

重、年龄，点击开始即可进行测量。在进行心电图和

病、脑卒中、下肢动脉疾病、心律失常等疾病）。人体

心音图监测的同时，通过线性膨胀技术同步测量同

测量指标包括身高和体重。根据无创测量动脉僵硬

一个心动周期四肢的血压和波形，完成ｂａＰＷＶ的

度前标准化受试者情况的建议叩］，要求受试者在测

测量，仪器同时显示受试者的心率和四肢的血压值。

量ｂａＰＷＶ前２ｈ内不能吸烟、饮酒、进食、饮用含咖

１．３统计学方法采用ＳＰＳＳｌ２．０进行统计分析

啡因等兴奋物质的饮料，２周内无服用维生素及口

和作图；采用第一阶段两个测量者的测量数据进行

服避孕药史。测量在室温为２３～２６℃的安静房间

测量者间重复性的统计分析；采用两个阶段均参加

内进行。测量分两阶段进行，间隔２周。、第一阶段

的测量者所有的测量数据进行测量者内重复性的统

每个受试者在同１ｄ上下午分别接受测量，上午测量

计分析；连续变量用ｆ土ｓ的形式表示；采用重复测

时间为８：３０一１１：ｏＯ，由两个测量者连续完成，先由

量方差分析对测量者间及测量者内的差异进行检

一个测量者连续测量两次（间隔５ｒａｉｎ，重新绑袖

验；采用皮尔森相关系数（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带），受试者平卧休息ｌＯｍｉｎ后再由另一测量者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组内相关系数（ｉｎｔｒａ－ｃｌａ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同样的规则连续测量两次，取每个测量者两次结果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ＣＣ）和Ｂｌａｎｄ－Ａｌｔｍａｎ图进行重复性评

的均值进行分析；下午测量时间为１３：３０—１６：００，

价。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方法同上午。测量者测量的先后顺序是随机的。第
二阶段由一个测量者对受试者进行测量，每个受试
者在同１ｄ上下午分别接受２次测量，测量方法及时
问同第一阶段。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要求受试者维

２结

果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１）显示，受试者的ｂａＰ—
ＷＶ在测量者间和测量者内均无统计学差异。

表１两组受试者测量者间和测量者内臂踝脉搏波速度的差异

注：ｘ－＋ｓ；ＲｂａＰＷＶ：右侧臂踝脉搏波速度；ＬｂａＰＷＶ：左侧臂踝脉搏波速度；组１：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组２：健康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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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测量者的测量值在两组受试者中均显示出

程度［引。Ｎａｉｄｕ等‘９３和Ｙａｍａｓｈｉｎａ等［１０］的研究显

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中，右

示，无创测量方法测得的ＰＷＶ在动脉硬化指数高

侧ｂａＰＷＶ（ｒｉｇｈｔ ｂａＰＷＶ，ＲｂａＰＷＶ）的皮尔森相

的人群中的变异性更大，因此笔者选择了动脉僵硬

关系数和ＩＣＣ均为０．９９２（Ｐ＜０．０１），左侧ｂａＰＷＶ

度不同的两组受试者，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和健康

（１ｅｆｔ ｂａＰＷＶ，ＬｂａＰＷＶ）均为０．９８７（Ｐ＜０．０１）｝在

受试者，控制了外源性影响因素后，分别在这两组受

健康受试者中，ＲｂａＰＷＶ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和ＩＣＣ

试者中评价ｂａＰＷＶ测量的重复性。通过比较两名

分别为０．９７４（ＰＧ０．０１）和０．９７３（ＰＧ０．０１），ＬｂａＰ—

测量者间的差异来评价测量者间的重复性；通过比

ＷＶ均为０．９７３（ＰＧ０．０１）。

较同一名测量者上下午测量的差异和间隔２周测量

上下午及两阶段的测量值在两组受试者中亦显

的差异来评价测量者内的重复性。

示出较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上下午测量的
ａ

ｂａＰＷＶ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和ＩＣＣ在心血管疾病高

…………………．．ｔ！ｉｐ鐾……．．

７５

危患者中：ＲｂａＰＷＶ分别为０．９６７（Ｐ＜０．０１）和

ｏ

０．９６５（Ｐ＜０．０１），ＬｂａＰＷＶ分别为０．９６６（Ｐ＜

ｏｏ

ｏ

５０

０．０１）和０．９６１（ＰＧ０．０１）；在健康受试者中：ＲｂａＰ－
ＷＶ均为０．８７７（Ｐ＜０．０１），ＬｂａＰＷＶ分别为０．６７４

ｏｏ

ｏ
Ｏ

ｏ

∞

为

（ＰＧ０．０５）和０．６７２（Ｐ＜０．０５）。两个阶段测量的

．均值
ｕｕ

ｂａＰＷＶ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和ＩＣＣ在心血管疾病高
危患者中：ＲｂａＰＷＶ分别为０．９３６（Ｐ＜０．０１）和
０．９３２（尸＜０．０１），ＬｂａＰＷＶ分别为０．９２５（Ｐ＜

Ｏ

主单粕雹誊山荟

，、

ｕ

８。

呼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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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Ｏｂｏ

０．０１）和０．９２４（Ｐ＜０．０１）；在健康受试者中：

．…．．…．．……

ＲｂａＰＷＶ分别为０．８６８（Ｐ＜０．０５）和０．８３７（Ｐ＜

Ｏ－２ＳＤＪ瞻
ｏ

∞

０．０５），ＬｂａＰＷＶ分别为０．８０１（Ｐ＜０．０５）和０．７７２
（Ｐ Ｇ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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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ｂａＰＷＶ的均值

Ｂｌａｎｄ－Ａｈｍａｎ图显示全部受试者两测量者间
和两阶段间的ｂａＰＷＶ的差值大部分都落在差值的

ｂ

两个标准差内（图１，２），上下午间ｂａＰＷＶ的Ｂｌａｎｄ－
Ａｈｍａｎ图以及在两组受试者中分别作Ｂｌａｎｄ－

１００

Ａｈｍａｎ图，结果与之类似（图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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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无创测量技术的发展以及心血管

０

０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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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ＷＶ的无创测量方法成为心血管领域研究的一个

０

热点。颈一股动脉ＰＷＶ是目前研究最多的，其重复
性和有效性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７３，但是颈一股动脉

０
ｏ

Ｏ

０

０

０

ｏｍ

０

疾病发病率的增高，能够有效反映动脉僵硬度的

０

０

３讨论

０

ｏ

０

＾告目。）翠制ｇ≯事％５

－２８ｒ）线

ＰｗＶ只能反映大动脉的弹性，并且测量方法比较
繁琐；而ｂａＰＷＶ反映大动脉和中动脉的弹性，测量

ｏ

．１∞

方法简单、省时，因此ｂａＰＷＶ较颈一股动脉ＰＷＶ具
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评价一种测量方法的可靠性包括两个方面：（１）
不同时间（即测量者内）的可靠性：同一测量者在不
同时间对同一对象进行测量产生相同结果的稳定程
度；（２）一致性或观察者间可靠性：不同测量者在相
同的时间对同一对象进行测量产生相同结果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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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ｎｄ－Ａｈｍａｎ图以两个测量者测量的ｂａＰＷＶ的均值为横
坐标，差值为纵坐标，中间的实线为测量差值的均值，上下点
线分另ｑ是测量差值士２倍差值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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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影响受试者测量结果稳定性的外源性因素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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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两组受试者测量者间ｂａＰＷＶ的ＩＣ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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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７３～０．９９２，测量者内的ＩＣＣ为０．６７２～０．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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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ＩＣＣ＜０．４，重复性差，０．４＜ＩＣＣ＜０．７５，
重复性较好，ＩＣＣ＞０．７５，重复性好口１｜。心血管疾病

赣。量

Ｏ

高危患者测量者内ｂａＰＷＶ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和

鸟位

ＩＣＣ均高于健康受试者，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１）
０

前者的样本量较大；（２）前者由于患病比后者生活规

如０

＾暑日ｖ晕制窨》参山－ｑｌ＿

律，影响测量的外源性因素较少。Ｂｌａｎｄ－Ａｈｍａ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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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操作者问和操作者内的ｂａＰＷＶ均具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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刎

一致性，Ｂｌａｎｄ－Ａｈｍａｎ图通过计算两次测量的差
值，然后检验这个差值的分布并且描述它与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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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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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数的关系，能够很好地反映多次测量的重复性。

ＲｂａＰＷＶ的均值（ｏｍ／ｓ）

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ｂａＰＷＶ在心血管疾病

ｂ

高危患者和健康受试者中都具有较好的重复性。但
是，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

………………．０

＋２ＳＤ

测量者间ｂａＰＷＶ的差异时，Ｆ检验的Ｐ值等于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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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差异接近于有统计学意义，故尚需在大样本的

奶

人群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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