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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心房被称为辅助泵，

20%~30%）转移到左室的“加压泵功能”。心房的储存与

对心房功能的评价似乎总要取决于它

管道功能是由心房顺应性、心室舒张性以及跨瓣压力梯度

对心室工作的辅助价值。但越来越多

决定的。而左心室的收缩更大程度上受左心室充盈压力的

证据表明，心房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影响。这三种功能都受生理条件的调节，也就是说，在运

无论是左心房还是右心房，在整个心

动中心率升高，从而影响前负荷和后负荷情况 [4] 。同样，

动周期中无论是节律控制还是射血动

衰老也会影响不同左房期对左室充盈的贡献：随着年龄的

力，都具有其独立价值。随着心房颤

增长，可以观察到储存和管道功能的下降，但幸运的是，

动（房颤）介入治疗的发展和心脏成

左房收缩的代偿性增加弥补了这一点。因此，不同阶段的

像方式的日益先进，左心房功能引起

功能变化是自然发生的，它们要么是短暂的（如人在紧张

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从而对心房结构和功能进行深入了

时发生的一过性变化），要么是更持久的（如随着年龄的

解，揭示了它在心脏血流动力学中的重要作用，虽然这种

增长）。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阶段性功能的变化是没

认知现在还没有成熟到能指导临床实践。

有后果的，因为这些阶段是相互依赖的，也就意味着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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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的分化和发育和所有器官一样，是根据功能需要

补偿。这种不同阶段之间的适应能力是保证左室充填的重

而进化发展的。在心脏发育过程中，原始心管因生长速度

要前提。如果这种适应性丧失（如心房颤动时心房收缩丧

不同发育分化为：心球、心室、心房，随后心房移至心室

失），可预期的后果之一是心输出量相应减少 [5] 。随着对

头端背侧，向左右扩展形成房室管，胚胎心脏的外形初步

心房认识的不断加深，我们意识到心房在循环系统工作中

建立。随着组织的不断分化发育，房室管经历房室管的分

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任何损害心房功能、尤其是机械

[1]

隔、原始心房分隔，最终形成永久性心房 。心脏由一个简

应力改变导致的异常压力容量关系，都会影响全心功能表

单的心管发育成由4个独立心腔及分隔开的流出道组成的完

现，进而出现相关症状或不良预后。心房功能的损害并不

整心脏，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心脏的大小、形态以

仅局限于心房心肌病这种在解剖学或组织学上特发于心房

及功能，随着人体生长发育发生着巨大变化，而影响心脏

心肌组织的疾病，心房功能不全更加强调其功能的衰竭，

发育的首要因素即心脏作为泵血器官要满足代谢所需的血

也就是说心房衰竭包括但不限于心房心肌病，心房衰竭更

流。大约6亿年前在头索动物的心脏已分隔为流入道和流出

着重强调的是心房功能的衰竭，因此心房衰竭包括但不局

道，伴随着漫长的进化，心房逐渐进化为脊椎动物心脏的

限于心房心肌病。在排除其他心脏病或心外疾病的情况

主要流入部分。左心房具有高度复杂的结构，其可分为位

下，左心房存在结构、功能或电生理异常且存在一定程度

于后上方的静脉流入部分及位于前下方的前庭流出部分，

症状的患者，需要考虑心房衰竭。之前也有人提出过心房

这种非对称的三维构型可以更有利于左心室在舒张早期的

心肌病，是指与机械和（或）电学功能障碍有关的心肌疾

[2]

充盈并避免血流瘀滞 。左心耳作为与心房相对独立连接的

病，通常（但并非总是）表现为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不适当

结构有较高的解剖变异性，具有重要的内分泌功能。左右

的心房纤维化，肥大或扩张[6]。心房重构则为心房肌细胞对

心房被规则分布的Bachmann氏束（Bachmann's bundle）紧密

电、机械或代谢原因（主要是房性快速性心律失常，或压

联系在一起，保证了两侧心房激动的同步性[3]。

力和容量超负荷）的反应，导致左房大小、功能或电生理

左房在左室充盈及全心功能上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性的持续变化。

在整个心动周期中，心房以不同形式的工作与心室相互作

心房衰竭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疾病，目前定义为在没有

用以保证心脏高效顺利地完成每一次舒张与收缩。根据心

明显的瓣膜或心室异常的情况下出现的任何导致心脏功能

房的工作特点，可以概括出心房的三个功能：①在左室收

受损、患者自主症状的出现和其生活质量或预期寿命恶化

缩及等容舒张期，左室每搏输出量的40%~50%是由左房

的心房功能障碍[4]。心脏电生理学和影像学的最新进展提高

承接肺静脉的流入量所决定，这反映了左房的“储存功

了我们对高度复杂的心房解剖和功能的理解，揭示了心房

能”；②左室舒张过程中心房血液的被动转移，约占每

在维持心脏整体的最优功能中的重要性。

搏输出量的20%~30%，这是心房的“管道功能”；③与

影像学检查是明确左心房功能，评估心房纤维化及

“管道功能”相对应的则是心房主动收缩将剩余容量（约

血流模式的重要手段。超声心动图作为最常用的评估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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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功能的检查方式常规测量心房容量。左房容量也是
目前指南推荐的唯一一项评估左房的指标。左房容量是指
在左室收缩末期左房的最大容量，此项参数已被证实是心
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 [7]（图1），尤其对于房颤的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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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较阵发性房颤患者的心房容积更大（图2），持续性房
颤患者与永久性房颤患者的心房容积相似，均较正常人群
显著增大，提示在持续性房颤与永久性房颤两个阶段，心
房并没有进一步扩大[9]。有研究提示即使在射频消融或转复
窦律后的6~12个月期间，心房功能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但确
实在持续向好，这进一步表明在恢复窦性节律时某些可逆
的结构重构在恢复。除了可以精确评估心房容量，心脏核
磁在评估心房纤维化方面也有独特优势，但因心房壁较心
室明显薄了很多，所以需要更加专业的培训才能获得高质
量心房影像，而遗憾的是在如何高质量、可重复的进行心
房核磁成像等方面尚缺乏统一的方法或操作流程。
心脏CT虽然主要用于评估冠状动脉，但随着技术发
展，心脏CT凭借高空间分辨率及出色的三维成像使其对房
图1 一名长期高血压病患者以乏力伴呼吸困难就诊，该患者心电图
提示P波间期延长（A），反映其方式同步欠佳进而降低左室充盈；
心脏超声提示左房功能下降、A波消失（B），反映其心房静止导
致血瘀、心房泵功能下降；增强核磁提示心房弥漫纤维化（C），
反映其心房组织纤维化致使泵功能下降、顺应性下降以及内皮功
能不良。该患者心脏核磁提示未见明心左室异常、左房大小正
常，考虑为原发性心房心肌病（Bisbal, F., Baranchuk, A., Braunwald,
E., Bayes de Luna, A. & Bayes-Genis, A. Atrial Failure as a Clinical
Entity: JACC Review Topic of the Week. J Am Coll Cardiol 75, 222-232,
doi:10.1016/j.jacc.2019.11.013 (2020).）

颤患者左房结构、左心耳血栓形成具有重要预测价值，从

有着重要预测价值，其对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患者预后情

技术可以应用于临床之前，还需要进行额外的技术研究。

况也有独立预测作用，但心房大小并不能完全反映心房功

基于多种影像学研究，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心房纤维化和左

能状况，左房增大是长期慢性压力负荷增加的结果，而心

房储存功能与房颤消融后复发的风险直接相关。我们应该

而对房颤的危险分层提供重要参考[10]（图3）。综上，目前
大部分影像学研究对于心房的评估多停留在科研层面，在
临床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心房功能的评估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目前正在进
行多项试验，以探讨将来是否应该将植入式装置的长时间
心律监测应用于房颤的检测。为房颤寻找合适的替代标记
物的竞赛已经开始，为此，几种成像方式正在进行深入的
研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些本来很有希望的成像

房功能改变往往在心房发生结构性改变之前就已存在，因
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指标来更全面的评估心房 [8] 。既往研究
提出舒张末期跨二尖瓣血流A波峰值以及速度时间积分可
以作为评估心房功能的测量指标，当心房功能不全时A峰
流速会降低，但该指标只能在窦性心律情况下进行测量，
并不能在房颤情况下准确测量，因此也不能对窦性心律和
房颤律的心房功能进行对比研究。Liza Thomas等提出了一
种不受节律因素限制的心房功能测量参数，称为左房功能
指数（LAFI），该指标可用于观察复律前后左房功能的进
程，与正常人相比，慢性房颤组左房功能明显降低，LAFI
降低。节律（窦性心律还是房颤律）与LAFI呈正相关。
这种正相关证明了窦性心律的恢复和维持可以改善心房功
能。因此，虽然心率控制可能是房颤治疗的一种选择，恢
复窦性心律可以改善心房功能，在此基础上，特别是在有

图2 心脏核磁在心室收缩末期四腔心切面测量左房面积（Kuchynka,
P. et al. The Rol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Cardiac Computed
Tomography in the Assessment of Left Atrial Anatomy, Size, and Function.
Biomed Res Int 2015, 247865, doi:10.1155/2015/247865 (2015).）

症状的患者或有明显左心室功能障碍的患者中，转复窦律
可能是一种首选的治疗选择。但鉴于既往我们对心房功能
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其主动收缩进而对心输出量贡献的那
20%~30%的“加压泵功能”，故而LAFI对于心脏科医生远
没有LVEF那样耳熟能详。对于心房的评估，我们更多只
是看心房的大小，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我们对心房的认知有
限，除心房大小外的其他参数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另
一方面则是我们尴尬地发现即使心房出现扩大我们也束手
无策，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有效方法来改善心房的重塑。
心脏核磁是目前评估心脏容量的金标准，以往心脏核
磁不能用于房颤患者，因其高质量核磁图像有赖于规律的
心脏频率，但随着检查技术的进步，核磁已可以在不规则
心律情况下测量心房容量，得益于此，已证实持续性房颤

图3 ECG门控增强CT提示左心耳血栓形成（箭头处）（Kuchynka,
P. et al. The Rol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Cardiac Computed
Tomography in the Assessment of Left Atrial Anatomy, Size, and Function.
Biomed Res Int 2015, 247865, doi:10.1155/2015/24786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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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还有待观察。
自从50多年前左心房生理功能被描述出来后，左心
房一直是被临床忽视的角落。近期为加强对心房功能的认
识，包括有现代心脏病学教父之称的Eugene Braunwald在
内的多位学者在JACC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心房衰竭（atrial
failure）”这一新概念 [4]。作者将心房衰竭定义为，在无明

[2]
[3]
[4]

显瓣膜及心室异常的情况下，由于解剖、机械、电生理和
（或）流变学（包括血液稳态）异常，引起的心房功能障
碍，并造成心功能不全，引发临床症状，生活质量下降，

[5]

影响寿命。比如心房纤维化和球形变型导致孤立性房颤以
及房室收缩不同步，导致左心室充盈异常和症状。但作者

[6]

也指出，未来针对心房衰竭的定义以及相关术语，还可以
一步完善以更为准确。总之作者认为，应该重新评估心房
功能障碍的作用，明确标志物、疾病进展因素、转归或病
因等。

[7]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重新认识心房功能障碍，也使
得过去一些认识有所变化。近期有研究显示，左心房功能

[8]

障碍和重构，可在健康无症状人群中独立于心力衰竭而发
生。也就说某种意义上，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或许是
左心房衰竭的后果。再如脑卒中的发生，则认为是与心房

[9]

疾病有关的因素，促进了血栓形成，进而增加了脑卒中风
险，而非仅与房颤相关[11]。但建立心房衰竭的适宜诊断标准
还需要达成广泛共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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