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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心耳分叶数、形态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
脑卒中的相关性分析
魏志梁1，胡浩2，赵锋2，姜程2，余阳阳2，常鹏2，孙守刚2
【摘要】目的 探究左心耳分叶数、形态、功能等因素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脑卒中发生之
间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例行左心耳封堵术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根据既往有无心源性卒中病史，
将患者分为脑卒中组（67例）和非脑卒中组（134例）。按规范采集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CT血管造
影（CTA）和术中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影像信息，并收集详细的临床资料，将所有患者左心耳分叶
数结合CTA及DSA影像进行判断。结果 脑卒中组患者年龄、CHA2DS2-VASc评分和糖尿病比例高于非脑卒中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脑卒中组具有更高的入院脑钠肽（BNP）水平及心力衰竭（心衰）
比例（P＜0.05）；而在性别、发病时间、房颤类型和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
血管疾病比例方面两组患者无明显差异（P＞0.05）。检查提示左心房自显影、左心耳血流速度（LAAV）
及左心耳分叶数等指标在两组患者间存在明显差异（P＜0.05）；而左心耳形态在两组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发现，LAAV与左心耳分叶数有关（P＜0.001），而与左心耳形
态无关（P=0.33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左心耳分叶数增加（OR=1.85，95%CI：1.12~3.05，
P=0.017）、LAAV减慢（OR=0.97，95%CI：0.95~0.99，P=0.006）及既往糖尿病史（OR=4.47，95%CI：
1.97~10.14，P＜0.001）是脑卒中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左心耳形态与脑卒中的发生没有相关性。结论 左
心耳分叶数增加、LAAV减慢及既往糖尿病史是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脑卒中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左心耳形
态与脑卒中发生无关；左心耳分叶数增加可能造成LAAV减慢，从而增加脑卒中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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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bes,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 and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NVAF). Methods NVAF patients (n=201)
undergone left atrial appendage occlus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cardiogenic stroke
history, into stroke group (n=67) and non-stroke group (n=134). The image materials of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TEE), computed tomographic angiography (CTA) and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and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The lobes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 were judged by CTA and DSA images. Results The age, CHA2DS2-VASc
scores and diabetes percentage were higher in stroke group than those in non-stroke group (P<0.05), and level of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and heart failure percentage were higher in stroke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disease invasion time, types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percentages of hypertensi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vascular lesions between 2 groups (P>0.05). The results of examination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ft atrial spontaneous autoradiography, left atrial appendage velocity (LAAV) and left atrial appendage lobes
between 2 groups (P<0.05). The found of Kruskal-Wallis test showed that LAAV was correlated to left atrial appendage
lobes (P<0.001) and was not correlated to left atrial appendage morphology (P=0.330). The results of multi-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crease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 lobes (OR=1.85, 95%CI: 1.12~3.05, P=0.017),
slowed LAAV (OR=0.97, 95%CI: 0.95~0.99, P=0.006) and diabetes history (OR=4.47, 95%CI: 1.97~10.14, P<0.001)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stroke incidence, and left atrial appendage morphology had no correlation with stroke
incidence. Conclusion The increase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 lobes, slowed LAAV and diabetes history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stroke incidence, and left atrial appendage morphology is not correlated to stroke incidence. The increase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 lobes can possibly slow down LAAV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stroke incidence.
[Key words] Left atrial appendage lobes; Left atrial appendage morphology; Left atrial appendage velocity;
Atrial fibrillation;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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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持续性
心律失常，也是心源性栓塞事件的最常见原因。
房颤患者的缺血性卒中发生率约是非房颤患者的
5倍，死亡率近20%，致残率近60%[1]。因此，在
房颤患者发病早期应用有效的指标预测脑卒中的
发生，是降低其并发症、改善预后的关键。
血栓栓塞是房颤最常见和重要的并发症[2]。左
心耳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结构成为非瓣膜性房颤患
者的血栓好发部位，心源性栓塞约90%来源于左
心耳[3,4]。研究表明，左心耳形态结构特征和功能
参数与血栓形成有关，可潜在地用于预测房颤患
者脑卒中的发生[5]。2012年，Di Biase等[6]首次将左
心耳形态分为四种类型：鸡翅型、风向标型、仙
人掌型和菜花型，并得出了鸡翅型左心耳的患者
在控制合并症和CHADS2评分后血栓栓塞风险较低
的结论。自那时起，这一观点被广泛引用[7-9]。然
而，由于左心耳各形态的区分存在一定主观性，
许多人提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10-12]。说
明单纯依靠左心耳形态分类来预测血栓栓塞如脑
卒中的发生并不可靠，还需要探索更客观、量化
的左心耳指标，为临床更好地区分可能发生脑卒
中的高危房颤患者提供参考。本研究从左心耳分
叶数、形态、直径、深度、血流速度等多方面探
讨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左心耳与脑卒中发生风险的
关系，为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卒中预防提供指导。

收缩末期直径（LVEDs）、左室舒张末期直径
（LVEDd）、左室射血分数（LVEF）和左心耳
血流速度（LAAV），并记录是否有左房自显
影。以左上肺静脉入口与二尖瓣环连线作为左心
耳与左心房分界，TEE以不同角度测定最大开口
径作为左心耳直径，以开口至左心耳主叶顶部距
离作为左心耳深度[9]。
1.2.3 左心耳形态和分叶数评估 通过CT图像后
处理系统对左房CTA图像进行三维重建，获得各
患者左心耳形态。根据Veinot等[13]的研究，左心
耳“叶”定义为：①从左心耳主管可见的外囊，
通常由外部折痕划分；②内部能容纳≥2 mm的
探头；③偶尔但不一定与左心耳主管方向的改变
有关；④可与左心耳主管位于不同的解剖平面；
⑤左心耳必须≥1叶。结合心脏CTA三维图像和
术中DSA影像不同左心耳分叶的显影差异，将左
心耳分叶数分为1叶、2叶、3叶及≥4叶四个等级
（图1）。左心耳的形态和分叶数由两位专科医
生确定；当两位专科医生结果不一致时，由第三
位专家判定最终结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收集2018年1月至2021年2月
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行经皮左心耳封堵术
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201例，其中男性114例，女
性87例，年龄（66.71±8.84）岁。纳入标准：①
符合房颤的诊断标准且经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检
查确诊；②不适合或不愿行长期规范抗凝治疗；
③资料齐全者。排除标准：①罹患瓣膜性心脏病
或先天性心脏病；②心房内血栓；③术前未接
受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和心脏CT血管造影
（CTA）检查的患者。根据既往是否有心源性脑
卒中病史（诊断依据为头颅CT或MRI），将患者
分为脑卒中组（67例）和非脑卒中组（134例）。
1.2 研究方法
1.2.1 临床资料收集 通过医院的计算机电子病历
系统纳入患者信息，纳入时记录了以下患者特
征：年龄，性别，房颤类型，房颤发病时间（精
确到月），CHA 2DS 2-VASc评分，入院BNP水平
及是否有心衰症状，是否合并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或外周血管疾病，是否有脑卒中病史。
1.2.2 左心和左心耳结构及功能指标测量 左心
和左心耳形态学观察及功能指标测量：通过
术前TEE测量患者左房前后径（LAd）、左室

图1 左心耳分叶数分级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6.0统计学
软件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
差（ x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
（Q1，Q3）]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
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
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
验。采用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分析LAAV与左
心耳形态及分叶数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脑卒中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201例
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脑卒中组和非脑卒中组的患
者分别为67例和134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见表1。两组患者性别构成比、房颤发病时间、
房颤类型、高血压、冠心病及血管疾病比例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脑卒中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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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 2DS2-VASc评分、糖尿病比例高于非脑卒中
组（P＜0.05），且脑卒中组患者入院时具有更
高的BNP水平及心衰比例（P＜0.05）。
2.2 两组患者左心及左心耳功能和解剖形态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左心和左心耳的结构和功能参数，
结果发现，脑卒中组患者的LAAV较低[（38.06
±15.60）cm/s vs. （51.30±19.59）cm/s，P
＜0.001]，且更容易发现左房自显影表现（17.9%
vs. 6.7%，P=0.014）。两组患者的LAd、LVEDd、
LVEDs、LVEF、左心耳直径及深度无明显差异
（P均＞0.05）；两组患者间左心耳形态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不同左心耳分叶数的患者
脑卒中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6），
脑卒中组患者左心耳分叶数为1叶的比例较低
（6.0% vs. 17.9%，P＜0.05），而≥4叶所占的比
例较高（23.9% vs. 9.0%，P＜0.05），表2。
2.3 多因素Logstic回归分析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脑
卒中发生的危险因素 纳入年龄、糖尿病、左房
自显影、LAAV、左心耳形态和分叶数等指标构
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左心耳
分叶数增加将增加脑卒中的风险，具有统计学意
义（OR=1.85，95%CI：1.12~3.05，P=0.017）；

•

LAAV减慢将增加脑卒中的风险，具有统计学意
义（OR=0.97，95%CI：0.95~0.99，P=0.006）；
糖尿病增加脑卒中的风险，具有统计学意义
（OR=4.47，95%CI：1.97~10.14，P＜0.001）。
不同左心耳形态与脑卒中风险无关（OR=0.85，
95%CI：0.59~1.21，P=0.368），表3。
2.4 不同左心耳分叶数及形态间LAAV的比较 采
用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比较不同左心耳分叶
数和不同左心耳形态的LAAV是否有差异，结果
发现，不同左心耳分叶数的LAAV不同，左心耳
分叶数为1叶时，LAAV最快；左心耳分叶数为
≥4叶时，LAAV最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而不同左心耳形态的LAAV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330），图2。
3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左心耳分叶数、形态、功能等因
素与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脑卒中发生风险之间的关
系，发现左心耳分叶数增加、LAAV减慢及既往糖
尿病史是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脑卒中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而左心耳形态与脑卒中发生风险无关。
房颤是脑卒中发生的公认危险因素。尸检和
TEE检查发现，大多数与房颤相关的血栓都来源

表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指标
年龄（岁）
男性（n，%）
发病时间（月）
CHA2DS2-VASc评分（分）
非阵发性房颤（n，%）
高血压（n，%）
冠心病（n，%）
糖尿病（n，%）
血管疾病（n，%）
充血性心衰（n，%）
脑钠肽（pg/ml）

非脑卒中组（n=134）
65.61±8.62
80（59.7）
12.00（1.00，36.00）
2.00（2.00，3.00）
112（83.6）
72（53.7）
27（20.1）
17（12.7）
71（53.0）
10（7.5）
133.50（61.00，282.25）

脑卒中组（n=67）
68.90±8.92
34（50.7）
8.00（2.00，40.00）
5.00（4.00，6.00）
59（88.1）
44（65.7）
10（14.9）
23（34.3）
31（46.3）
15（22.4）
235.00（106.00，553.00）

P值
0.013
0.227
0.363
＜0.001
0.401
0.106
0.368
＜0.001
0.369
0.003
0.002

表2 两组患者左心及左心耳功能和解剖形态比较
指标
LAd（mm）
LVEDd（mm）
LVEDs（mm）
LVEF（%）
左房自显影（n，%）
LAAV（cm/s）
左心耳直径（mm）
左心耳深度（mm）
左心耳形态（n，%）
鸡翅型
风向标型
仙人掌型
菜花型
左心耳分叶数（n，%）
1叶
2叶
3叶
≥4叶

361 •

非脑卒中组（n=134）
41.57±7.37
46.00（43.00，50.33）
30.65（28.00，34.00）
60.00（55.00，66.00）
9（6.7）
51.30±19.59
20.50（18.00，23.13）
28.00（22.88，32.00）

脑卒中组（n=67）
42.91±7.08
45.00（43.00，50.00）
29.50（28.00，33.00）
58.00（55.00，65.00）
12（17.9）
38.06±15.60
21.00（19.00，24.00）
29.00（23.00，33.00）

57（42.5）
31（23.1）
17（12.7）
29（21.6）

29（43.3）
14（20.9）
9（13.4）
15（22.4）

24（17.9）
59（44.0）
39（29.1）
12（9.0）

4（6.0）
25（37.3）
26（32.8）
12（23.9）

P值
0.220
0.543
0.860
0.170
0.014
＜0.001
0.457
0.316
0.987

0.006

注：LAd：左房前后径；LVEDd：左室舒张末期直径；LVEDs：左室收缩末期直径；LVEF：左室射血分数；LAAV：左心耳血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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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多因素分析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变量
年龄
糖尿病
左房自显影
LAAV
左心耳形态
左心耳分叶数

β值
0.03
1.50
0.41
-0.03
-0.16
0.61

SE
0.02
0.42
0.56
0.01
0.18
0.26

Waldχ2值
1.53
12.88
0.55
7.48
0.81
5.73

OR值
1.03
4.47
1.51
0.97
0.85
1.85

95%CI
0.99~1.07
1.97~10.14
0.51~4.48
0.95~0.99
0.59~1.21
1.12~3.05

P值
0.216
＜0.001
0.458
0.006
0.368
0.017

注：LAAV：左心耳血流速度

图2 不同左心耳分叶数及形态间血流速度的比较
注 ： 1 叶 组 左 心 耳 血 流 速 度 与 2 叶 、 3 叶 、 ≥ 4 叶 组 相 比 ， *P
＜0.05；2叶组左心耳血流速度与≥4叶组相比，**P＜0.05；而2叶组
与3叶组、3叶组与≥4叶组之间左心耳血流速度无统计学差异

于左心耳[14]，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左心耳解剖
结构和功能与缺血性脑卒中关系密切。因此，探
究左心耳不同结构和功能参数与脑卒中发生风险
之间的关系对临床医生识别高卒中风险房颤患者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左心耳分叶数作为左心耳的一个固有参数，
是一种先天性特征，不受左心耳重塑的影响[15]。
既往研究表明，左心耳分叶数与血栓形成密切相
关，He等 [16] 根据是否有明显分叶状结构将左心
耳分为简单型和复杂型，并得出复杂型左心耳是
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Masayoshi等[17]通过三
维TEE评估左心耳分叶数，结果发现，大多数左
心耳血栓患者有≥3个分叶。这与我们的研究结
果一致，我们发现左心耳分叶数与脑卒中风险成
正比，左心耳分叶数每增加一个等级，脑卒中风
险将增加0.85倍左右。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我
们使用心脏CTA联合术中DSA影像，将左心耳分
叶数分为1叶、2叶、3叶及≥4叶四个等级，进一
步细化了这种分类方法，降低了现有的左心耳形
态学分类法的主观变异性，在预测脑卒中风险方
面可能更为可靠。左心耳分叶数增加可能通过使
左房进入左心耳的血液被迫分流，导致血流速度
减慢，从而造成血栓形成。为了验证这一猜想，
我们分别探讨了左心耳形态和左心耳分叶数与
LAAV的关系，结果发现，LAAV与左心耳形态无
关，但与左心耳分叶数有关，随着左心耳分叶数
增加，LAAV明显减慢。而LAAV减慢是脑卒中风
险增加的公认危险因素[8,17,18]。
左心耳形态作为左心耳结构特征指标之一，
其与脑卒中之间的相关性一直存在争议。Di Biase

等 [6]提出的左心耳形态四分型法是目前最普遍接
受的分型方法，之前有学者依据这一分型法探讨
了左心耳形态与脑卒中间的关系，发现鸡翅型左
心耳是脑卒中的保护因素，非鸡翅型左心耳的房
颤患者脑卒中发生风险较鸡翅型明显升高[7-9]。与
之相反，Wu等[12]与Koplay等[10]却发现左心耳形态
与既往卒中无关，非鸡翅左心耳形态不增加脑卒
中风险。同样的，Khurram等 [11]也指出脑卒中风
险与左心耳形态无关，而与较小的左心耳开口直
径和广泛的左心耳小梁有关。这与我们的研究一
致，我们同时发现，左心耳形态与脑卒中风险无
关，非鸡翅形态并不增加脑卒中风险。这种结果
可能与当前左心耳形态判定的主观性有关，Wu
等 [12]通过对比3名不同专家对2264例房颤患者左
心耳形态的判定结果发现，Di Biase等提出的左
心耳分型法存在很大的主观性，3名专家仅对665
例（28.9%）患者的左心耳形态达成了共识。此
外，这种结果可能还与左心耳形态变化很大，且
受多种后天因素的影响有关，Yukina等[19]发现，
年龄会影响左心耳的形态，因衰老会导致心脏重
塑，心内膜弹性纤维变性，左心耳壁周围缺乏支
撑组织，引起左心耳体积和形态改变。另外，左
心耳形态还与房颤节律有关，慢性房颤患者相较
于阵发性房颤患者有更大的左心耳直径、面积和
体积[20]。糖尿病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研究发现其也是
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脑卒中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
与之前研究一致。长期高血糖可能造成大脑微血
管结构和功能障碍，从而增加脑卒中风险。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左心耳分叶数增加、
LAAV减慢及既往糖尿病史是非瓣膜性房颤患者
脑卒中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左心耳分叶数
比左心耳形态在预测脑卒中风险方面结果更为可
靠，可以为临床上识别高卒中风险的房颤患者、
降低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率提供参考。本研究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少且为回
顾性研究，这些指标与脑卒中的确切关系还需要
在大样本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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