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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男性患者超声心动图分析

林　红 1 、 阮　俊 1 、 潘　峰 1 、 刘忠纯 2

【摘要】目的　探讨男性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超声心动图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应用

MINDRAY M7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诊断仪，分别测定 44 例男性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研究

组）及 42 例健康体检者（对照组）的心脏形态及心功能指标，并观察心肌及瓣膜活动。结果　研

究组的 LVDd、EDV 和 ESV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E/A 比值、CO、EF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心尖部圆钝、左室壁增厚、主动脉瓣反流、主动脉瓣增厚 / 钙化、二尖瓣增厚 / 钙化病

例数较对照组显著增多（P< 0.05）。结论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存在心脏收缩及舒张功能降低、左

心室扩大及心脏瓣膜增厚等心肌损害，需密切进行超声心动图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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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chocardiography in the male patients with alcohol-induced mental disorders 
　　LIN Hong，RUAN Jun，PAN Fe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Yichang Mental Health Center，Yichang 
4430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hanges of echocardiography in the male patients with alcohol-induced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44 male patients with alcohol-induced mental disorders （the treatment group）and 42 

healthy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were diagnosed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cardiac structure and heart function param-

eters by using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Diagnostic System，and myocardial and valve activiti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LVDd，EDV and ESV （P<0.05），but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erms of E/A ratio，CO，and EF （P<0.05）. There were more patients with cardiac disorders，

including round apex，thick left ventricular wall，aortic regurgitation，thick/calcific aortic valve and thick/calcific mi-

tral valve，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alcohol-induced 

mental disorders have such cardiac disorders as slow cardiac contraction and relaxation，enlarged left ventricle and 

thick cardiac valve，thus requiring frequent echocardiograph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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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主要是长期饮酒导致大脑结

构和功能改变所致，同时酒精对心肌也有毒性作用，

长期、大量酗酒可导致心脏心肌及功能损害，既往

的研究主要是停留在心电图层面，超声心动图作为

一种简便、无创而可靠的评价方法报道相对较少。

本研究对这类患者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现将相关

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组：为 2015 年 1 月～12 月在宜昌市精神卫

生中心住院的所有符合 CCMD-3 关于“酒精所致精

神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且既往无心血管疾病史

及其他严重躯体疾病史，无其他精神病史。共 44 例，

均为男性；平均年龄 47.68±8.09 岁；均饮白酒，每

日饮酒（折合纯酒精）200～1000g；饮酒时间 7～40
年，平均 24.86±8.85 年；出现精神症状 1～30 年，

平均 10.02±6.65 年。

对照组：为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本市的

男性居民，共 42 人，无酒精和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滥

用史，无心血管疾病史及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无精

神病阳性家族史，平均年龄 48.07±7.17 岁。两组在

年龄上无统计学差异。所有受试对象均对本研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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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宜昌市优抚医

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所有受检者均在安静时取左侧卧位，由同一技

师采用 MINDRAY M7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诊断

仪，探头频率 3.0-3.5MHz，同步体表心电图监测下

对受检者行常规 M 型超声、二维超声及彩色多普勒

超声心动图扫查。使用在二维超声指导下的 M 型超

声心动图按标准测量升主动脉内径（AA）、肺动脉内

径（MPA）、左房收缩末期内径（LADs）、左室舒张末

期内径（LVD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Ds）、室间

隔厚度（IVSDd）、左室后壁厚度（LVPWD）、E 峰 A

峰流速比值（E/A），由仪器自动计算出左室舒张末

期容积（EDV）、左室收缩末期容积（ESV）、心搏量

（SV）、心输出量（CO）和左室短轴缩短率（FS）。左

室射血分数（EF）的测量于标准心尖四腔观用双平

面 Simpson's 法获得，并观察心肌及瓣膜活动。用彩

色多普勒超声观察各瓣膜口血流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检测结果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组间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组

间差异采用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脏形态学参数比较 

在各项数据上，研究组 LVDd 较对照组显著增

宽、E/A 比值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其余各项检测指标

均有升高趋势。在形态学上，研究组中心尖部圆钝、

左室壁增厚、室间隔增宽、室间隔向右室膨出、主

动脉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增厚 / 钙化、二尖瓣增厚

/ 钙化病例数较对照组显著增多，其他各项的病例数

也较对照组多。见表 1、表 2。

2.2　心脏功能参数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 EDV 和 ESV 均显著增

加，CO、EF 显著降低，其余各项均有降低趋势。见

表 3
3　讨论

酒 精 所 致 精 神 障 碍 患 者 不 仅 社 会 功 能 严 重

受 损［1］， 同 时 也 合 并 多 种 躯 体 疾 病 ， 其 中 以 心

血管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最多。研究显示［2，3］有

61.6％～88.97％的患者心电图异常，多数为左心室

高电压及左心室肥厚。超声心动图作为一种对心脏

形态和功能损害具有较高诊断价值的检查方法，在

综合医院中应用较多，而在精神专科医院鲜有应用

的报道［4］。本研究应用超声心动图对酒精所致精神

表1　两组心脏形态学参数比较（x±s）

组别 例数 AA（cm） MPA（cm） LADs（cm） LVDd（cm） LVDs（cm） IVSDd（cm） LVPWD（cm） E/A

研究组 44 2.94±0.32 2.02±0.19 3.15±0.49 4.79±0.49 3.26±0.42 1.10±0.19 1.03±0.13 1.10±0.21

对照组 42 2.87±0.32 1.97±0.13 3.03±0.34 4.57±0.44 3.16±0.36 1.05±0.12 1.00±0.10 1.23±0.25

t 值 / 1.00 1.48 1.41 2.20 1.21 1.38 0.83 2.62

P 值 / 0.32 0.14 0.16 0.03 0.23 0.17 0.41 0.01

表2　两组心脏形态异常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心尖圆钝 左房增大
右房
增大

左室
增大

左室壁
增厚

升主动脉
增宽

室间隔
增宽

室间隔向
右室膨出

主动脉瓣
关闭不全

主动脉瓣
增厚/钙化

二尖瓣
增厚/钙化

研究组 44 29 5 1 2 9 4 17 16 17 7 10

对照数 42 7 3 0 1 2 1 7 1 5 1 2

χ2值 / 21.41 0.45 0.97 0.30 4.74 1.77 5.16 15.65 8.07 4.66 5.78

P 值 / 0.00 0.50 0.33 0.58 0.03 0.18 0.02 0.00 0.01 0.03 0.02

表3　两组心脏功能参数比较（x±s）

组别 例数 EDV ESV SV CO FS EF

研究组 44 108.73±27.83 52.98±17.29 55.75±14.15 4.01±1.45 31.27±3.50 51.61±7.84

对照数 42 97.29±22.48 40.86±12.23 56.43±12.82 4.26±0.98 31.43±4.93 58.16±4.44

t 值 / 2.09 3.74 -0.22 -0.92 -0.17 -4.74

P 值 / 0.04 0.00 0.83 0.36 0.8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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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患者的心脏形态及功能进行了评价，以期能引

起临床医师们的重视，并能早期做出诊断与治疗。

长期重度饮酒会对心肌造成损害。其主要病理

机制可能包括细胞内钙离子循环障碍、PI3K/Akt 信

号调节通路导致的氧化应激损伤、心肌细胞蛋白质

合成的抑制、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RAS）系统的

激活、异常脂肪酸的堆积以及维生素 B 族和叶酸的

缺乏等［5，6］。表现多为心脏各腔室扩大、心肌纤维化

和心肌收缩力降低。在体外 Kryzhanvskii［7］、杨慧等［8］

发现经过酒精灌注的大鼠其左心室明显增大，FS、

EF 及心脏收缩能力明显下降。Goncalves［9］、Yousaf

等［10］分别对 54466 名和 2042 名社区人群进行心脏彩

超检查发现，随着饮酒量的增加及饮酒时间的延长，

其 EF 下降，收缩功能降低。国内的研究也发现［11］，

酒精性心肌病患者存在左室舒展末期内径扩大，E/A

比值、FS 及 EF 降低。本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研究组 LVDd 显著增宽、E/A 比值显著下降，ESV 增

加，加之其心尖部圆钝、左室壁增厚、室间隔增宽

患者数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

者存在左室扩大，舒张功能降低；在反映左室收缩功

能的一些指标中，研究组 EDV 显著增加、CO、EF

明显下降，FS、SV 亦有下降趋势，表明其收缩功能

也有下降；另外研究组中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二尖瓣

增厚 / 钙化、三尖瓣增厚 / 钙化人数均显著较对照组

多，因此，总的来说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心脏收

缩及舒张功能均不同程度受损，且存在左心室扩大

及心脏瓣膜的损害。这些患者虽未出现运动耐量降

低，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但其心脏彩

超的结果已与酒精性心肌病类似。心肌异常、心脏

结构的改变是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猝死的重要原

因，尽管一些患者心电图正常，但其心脏结构早已

出现异常［4］。精神科医生的注意力多集中在控制患

者的精神症状上，容易忽视了其心肌损害，加之该

类患者入院时兴奋吵闹，心脏负担加重，死亡风险

急剧增加，因此有必要对其心脏进行常规超声心动

图检查，并加强监测，及早给予干预，降低患者的

病死率、病残率，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水平。

相比于综合医院对酒精性心脏病多层次的研究，

精神科对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心肌损害方面的研

究还较少，本研究虽然首次从形态学方面对此进行

了研究，但不同饮酒时间和饮酒量的心脏损伤情况

如何？精神症状与心肌损害有无关联？戒酒及精神

科现有的治疗能否改善患者的心肌损害等等，这些

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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