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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妊娠期高血压（＃０４０４００—＃０４０４０１）

您在此次妊娠期间有过这些疾病或并发症吗？

１子痫前期包括以下方面：高血压、蛋白尿和脚踝肿胀？

１［　］无 ２［　］有 ８［　］不确定

２有不伴有子痫前期的高血压吗？

１［　］无 ２［　］有 ８［　］不确定

心血管———妊娠期高血压

指标编号 ０４０４００

名　　称 妊娠期高血压

定　　义 用以测量评估怀孕期间的高血压

目　　的 确定怀孕期间有高血压，引导治疗原始记录，避免母亲和胎儿严重并发症

妊娠期高血压

测量方案编号 ０４０４０１

测量方案说明 测量评估当前怀孕期间的高血压

填表特殊指导

向所有孕妇提问题１和２。血压测量的开展能提供额外的特异性。详见血压测量

原始记录中的血压（成人／基础）测量方法

该测量方案针对当前的妊娠状况。对于希望收集历史数据的用户，可以询问既往

的妊娠状况

测量记录表格

诊断标准：

怀孕期间在２次或２次以上静坐血压测量，平均收缩压１４０犿犿犎犵以上或舒张压

９０犿犿犎犵以上。有四个分型：

１．在妊娠前２０周慢性高血压或持续至产后１２周的顽固性高血压

２．妊娠期高血压首次发生在妊娠２０周之后，无蛋白尿

３．先前血压正常妇女的子痫前期 子痫伴有蛋白尿超过每２４小时３００毫克

４．子痫前期合并慢性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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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脏瓣膜功能（＃０４０５００—＃０４０５０１）

有医生告诉你，你有风湿性心脏疾病或心脏瓣膜问题吗？

０［　］无 １［　］有 ９［　］不知道

心血管———心脏瓣膜功能

指标编号 ０４０５００

名　　称 心脏瓣膜功能

定　　义 测量评估心脏瓣膜的结构和功能

目　　的
确定心脏瓣膜的功能，以评估二尖瓣、主动脉、肺动脉或三尖瓣狭窄或关闭不全的

危险因素

心脏瓣膜功能

测量方案编号 ０４０５０１

测量方案说明 测量评估心脏瓣膜的结构与功能，以确定有无心功能障碍

填表特殊指导
如果被检查者问题“１”回答“是”，进行项目“２．０超声心动图检查”。超声心动图仪

为确定是否存在心脏瓣膜功能异常提供了额外的特异性

测量记录表格

２．０　超声心动图检查：

本节将概述仪器的预备、患者的准备和超声检查的操作标准。超声技术人员将有

关信息记录在超声技术人员工作表上

２．１　预先调置仪器：

２．１．１　超声仪的应用：预先调置功能

超声仪具有可编程的“应用”预先调置特点，允许客户选择自己喜欢的图像和多普

勒设置，并且允许挑选所需的高效的替代设置，例如，在研究有技术难度的图像的

情况下。犑犎犛超声研究将在心脏超声波的典型图像和多普勒参数基础上，根据高

质量犕模式和２犇数据来定义预先调置功能。当机器运转时，此预先调置功能自

动被激活，并可以在每次研究前通过键盘重新设置。为了优化数据的质量，技术人

员可以在研究过程中修改一些参数，如果一旦选择了犑犎犛“应用程序预先调置”，这

些变化都会回复到正常设置状态

２．１．２　数字存储系统原始记录：

数字图像网络将在超声机上保留技术员录入的参与者姓名和身份。超声检查前数

字系统将不要求个性化设置

２．２　做研究前的设备预备：

２．２．１　预备超声机：

一般的维护使用说明已经写在了仪器说明书中。根据制造商的说明，在每项研究

前都应该把转换器头擦拭干净。一次性心电记录器电极在接触参与者前“啪”地接

触一下心电记录器联线的三根导线。如果之前的研究已经改变了任何机器参数，

那么再重新进入犑犎犛“应用程序预先调置”状态。技术人员应该确定：记录设备（犛）

已经准备就绪并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以便为即将进行的研究做记录。技术人员应

在屏幕上输入研究识别信息，并在开始进行超声研究前再次检查参与者身份证明

２．２．２　数字存储系统的预备工作：

根据供应商设定的超声仪接口来确定是否需要数字图像网络预备工作。只要参与

者的身份被超声仪和成像网络识别，即开始采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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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心脏瓣膜功能

测量记录表格

２．３　参与者准备工作：

参与者应该脱去腰部以上所有的衣服，穿上诊所的长袍，以便暴露胸部以采集图像。

参与者仰卧时，技术人员测量参与者血压，并记录在图像系统信息屏幕上

参与者左侧卧位，头枕枕头微微倾斜，用楔子塞到他身后，以帮助他舒适地保持这

个姿势。连接标记的三个心电图电极。“手臂”导线（犚犃和犔犃）可放置在上胸部靠

近肩部，“左腿”导线（犔犔）置于腹部。导线应轻轻悬挂，以使其不会干扰后面的检

查。检查超声仪上清晰的心电图信号。超声仪上的心电图规模控制程序通常设置

在“自动”位置上

２．４　图像查看和资料搜集：

本节概述了即将使用的声窗的标准设置和从图像查看中获取的数据。此外，还附

有要记录的项目清单。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下列每一个图像观察和模式说明，技术人

员将开启“记录”按钮，记录包括１０～２０次心跳的相关数据来捕捉图像，除非另有规

定。所有的记录将在参与者呼气后采集，不需要使用呼吸计数，也不用连续测量

２．４．１　胸骨旁观察：

这些图像通常在胸骨左边第三或第四肋间采集

２．４．１．１　胸骨旁长轴观察：

超声专家将电波垂直于室间隔和左心室壁后部。首先，重点是获得一个主动脉瓣、

升主动脉根部、左心房、右心室、左心室、二尖瓣的明确的２犇图像。彩色多普勒检

测评估主动脉瓣和二尖瓣关闭不全

胸骨旁长轴观察记录的数据：

●２犇成像

● 彩色多普勒二尖瓣和主动脉瓣

２．４．１．２　右心室流入观察：

在修改胸骨旁长轴图像时，转换器应该与被检查者右侧成一定角度，以符合三尖瓣

的解剖位置

右心室流入观察的数据记录：

●２犇成像

● 彩色多普勒三尖瓣

２．４．１．３　胸骨旁短轴切面观察：

在长轴位置上将换能器顺时针旋转９０°，以获取短轴切面观察。检查工作从左心室

乳头肌水平开始，以显示心室解剖结构和室壁运动

在二尖瓣水平方向记录图像，以显示瓣膜解剖结构和运动

在主动脉瓣水平方向记录图像，以显示瓣膜解剖结构和运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肺动脉、主动脉和（如果得到充分的可视化）三尖瓣

技术员返回主动脉瓣水平进行左心房和主动脉瓣犕型模式记录。犕型模式检查

在乳头肌水平进行，使传感器获得一个垂直于心室长轴的图像（创建一个圆形，而

不是椭圆形，适合层析成像图像）。犕型模式的光标通过身体的中心位置，调整设

置以优化室间隔和后壁墙的边界检测。当优化犕模式的角度和图像质量时，超声

仪显示器是一个分区屏幕，显示的是犕型模式和一个微型的２犇图像。当数据最

佳的犕型模式转换成全屏幕模式、当扫描模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时，按下

“犉犚犈犈犣犈”按钮

主动脉瓣水平取像程序相同，如上所述

注意：如果技术人员认为从胸骨长轴视图观察到的图像数据技术效果更好，那么该

视图将用来为犕型模式提供数据，将传感器置于二尖瓣帽状小叶外，仔细选择图

像平面使之与左心室长轴一致。主动脉瓣水平采集的 犕型数据也可能从胸骨长

轴获得视图，如果图像质量感觉明显比胸骨短轴视图记录的数据要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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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心脏瓣膜功能

测量记录表格

胸骨短轴视图观察记录的数据：

● 主动脉瓣、二尖瓣和肺动脉瓣的２犇图像

● 大动脉水平的瓣膜彩色多普勒超声

● 乳突水平犔犞的２犇图像

● 乳头水平的犔犞的犕型模式

● 主动脉瓣和犔犃的犕型模式

２．４．２　心尖观察：

这些观察在心室心尖部的间隙进行，通常在锁骨中线和腋前线间左边第五或第六

肋间隙

２．４．２．１　心尖四腔观察：

技术人员努力获得一个直接通过左心室心尖、平行于室间隔的图像平面，以某种方

式旋转以同时显示所有四腔、二尖瓣、三尖瓣

为了提高效率，技术人员首先进行脉冲波频谱多普勒检查

对于二尖瓣流入量数据，流入道置于二尖瓣帽状小叶附近，并进行轻微角度调整，

使用窄的频谱范围获得最大的流速数据。使用分区屏幕模式（多普勒和微型的

２犇）将通道光标置于２犇位置后，频谱多普勒的全屏扫描冻结在屏幕上。多普勒范

围通道放置在左心房后的肺静脉，频谱多普勒以二尖瓣流出数据记录的方式记录

数据

对主动脉流出量数据，稍微倾斜转换器，从四腔前观察方面采集图像，那里可以显

示主动脉瓣及流出道（“五腔”观察）。通道传感器置于左心室流出道，距离近端主

动脉瓣０．５～１犮犿。再次试图说明窄光谱范围图像和一个清晰的速度变化图。数

据记录与上述二尖瓣一致。多普勒模式切换到犆犠（连续波），和电波直接通过主

动脉瓣测量速度峰值

下一步重点在四腔和犃犞瓣的清晰的２犇图像。此观察数据的记录必须特别注意

左心室壁边界和室壁运动的解说

心尖四腔的图像观察数据记录：

● 脉冲多普勒二尖瓣口

● 脉冲多普勒／犆犠多普勒主动脉流出（“五腔观察”）

● 四腔观察的２犇图像

● 彩色多普勒超声（二尖瓣、主动脉瓣、三尖瓣）

● 脉冲多普勒肺静脉血流

２．４．２．２　心尖二腔和长轴的观察：

从４腔观察来看，转换器沿其成像轴逆时针旋转９０°，从心尖处显示左心室和左心

房（二腔观察）。记录图像，捕获２犇图像到数字系统，注意左心室壁边界和室壁运

动的定义。转换器略微旋转，同时显示二尖瓣和主动脉瓣（心尖长轴）图形，记录彩

色血流多普勒数据

记录心尖部二腔和长轴数据：

● 二心腔的二维图像观察

● 长轴二尖瓣／主动脉彩色多普勒图

２．４．３　补充观察：

由于需要优先测量左心室壁和心腔范围，而无法从其他声窗（特别是胸骨）处获得

可用的图像，这促使技术人员从肋下视图获得图像。四心腔观察和乳头肌水平的

左心室短轴观察也应该尝试。技术人员认可有显著差异的，需进一步检查，可能需

要补充观察图像。例如，根据医生的主动脉根部解剖建议而进行颈静脉切迹检查。

有时也附加要求标准观察的多普勒问诊，例如认可主动脉瓣狭窄而要求用连续波

多普勒（犆犠）通过瓣膜测量流速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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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心脏瓣膜功能

测量记录表格

２．５　完成研究：

２．５．１　完成数据存储：

超声检查的最后过程表明研究的完成（通过超声仪上的键盘指令），因此图像可以

传送到网络服务器，其后存入数字档案

２．５．２　完成对被检查者的照顾：

在完成文件保存时断开心电图电缆和移走电极片。提供毛巾给被检查者以去除任

何残留的超声凝胶，然后穿好衣服

２．６　数据传送到超声阅读中心：

一天的研究完成之后，任何书面工作表和日志应该复制，并整理到超声仪数据处理

中心。希望每天传送研究数据。使用技术人员工作表的信息登录阅读中心进行研

究。超声研究本身是通过成像系统的网络连接存储在靠近电子阅读中心的图像服

务器上。通过阅读和数据录入过程进行的每一个研究都将记录在阅读中心

诊断标准：见下表

犅狅狀狅狑等人

犃犆犆／犃犎犃瓣膜性心脏病处理指南　 犑犃犆犆卷５２，编号１３，２００８

９月２３日，２００８，犲１ １４２

成人瓣膜疾病严重程度的分级

犃．左侧瓣膜疾病

指　　示
主动瓣膜狭窄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喷射速度（犿／狊） ＜３．０ ３．０～４．０ ＞４．０

平均梯度（犿犿犎犵）
 ＜２．５ ２．５～４．０ ＞４．０

瓣膜面积（犮犿２） ＞１．５ １．０～１．５ ＜１．０

瓣膜面积指数（犮犿２／犿２） 　 　 ＜０．６

二尖瓣狭窄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平均梯度（犿犿犎犵）
 ＜５ ５～１０ ＞１０

肺动脉收缩压（犿犿犎犵） ＜３０ ３０～５０ ＞５０

瓣膜面积（犮犿２） ＞１．５ １．０～１．５ ＜１．０

主动脉反流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定性

血管造影评分 １＋ ２＋ ３～４＋

彩色多普勒喷射宽度

中心射流，宽

度小于左心室

流出道的２５％

重于轻度，但

没有严重的主

动脉反流迹象

中心射流，宽度

大于左心室流出

道的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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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心脏瓣膜功能

测量记录表格

续　表

主动脉反流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多普勒缩脉宽度（犮犿） ＜０．３ ０．３～０．６ ＞０．６

定量（导管或超声）

回流量（犿犾／次） ＜３０ ３０～５９ ≥６０

回流分数（％） ＜３０ ３０～４９ ≥５０

回流口面积（犮犿２） ＜０．１０ ０．１０～０．２９ ≥０．３０

额外的重要标准

左心室大小 　 　 增加

二尖瓣反流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定性

血管造影评分 １＋ ２＋ ３～４＋

彩色多普勒喷射宽度

小，中心射流

（小于４犮犿２

或小于左心房

面积的２０％）

左心室反流的

迹象明显于轻

度，但未达到

左心室重度反

流的标准

缩脉宽度大于

０．７犮犿伴有大

的中心性二尖瓣

喷射（面积大于

左心室面积的

４０％）或伴有任

何大小的撞碰射

流，左 心 房 内

涡流

多普勒缩脉宽度（犮犿） ＜０．３ ０．３～０．６９ ≥０．７０

定量（导管或超声）

回流量（犿犾／次）心博 ＜３０ ３０～５９ ≥６０

回流分数（％） ＜３０ ３０～４９ ≥５０

回流口面积（犮犿２） ＜０．２０ ０．２０～０．３９ ≥０．４０

额外的重要标准

左心房大小 　 　 增大

左心室大小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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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心脏瓣膜功能

测量记录表格

续　表

犅．右侧瓣膜疾病

重度三尖瓣狭窄 瓣膜面积小于１．０犮犿２

重度三尖瓣反流
缩脉宽度大于０．７犮犿及肝静脉收缩流动

逆转

重度肺动脉狭窄 喷射速度＞４犿／狊或最大梯度＞６０犿犿犎犵

重度肺动脉反流
彩色多普勒血流信号填充流出道；多普勒信

号波致密连续且斜率急剧减慢

瓣膜梯度具有血流效应，当使用这一指标作为瓣膜狭窄严重程度的评估指标时，应

结合瓣膜的排血量及向前流动性进行评估。美国超声心动图协会杂志修订，１６，

犣狅犵犺犫犻犠犃．联合使用二维和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评估原生瓣膜反流的严重程度的

建议，７７７ ８０２，版权所有２００３年，经美国超声心动图协会许可。犃犚表示主动脉

瓣膜关闭不全；犮犪狋犺表示导管；犲犮犺狅表示超声心动图；犔犃表示左心房；犔犗犜表示左

心心室流出道；犕犚表示二尖瓣关闭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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