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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薄切片的数目取得越多，所计算的总体

积约接近于真实的反流束体积。

PISA 法是利用彩色多普勒混叠显像对血流进行

定量评估的，其假设等速度表面是一半球形，因此 

PISA 法存在一些局限性 [10]，而且其评估二尖瓣反流体

积存在多步骤的运算；GI3DQ 法直接测量二尖瓣反流

体积相对简单，快捷。该研究结果证实，尽管与 PISA

法相比，GI3DQ 法在偏心性二尖瓣反流组存在轻微低

估，在中心性二尖瓣反流组存在轻微高估，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而且在中心性二尖瓣反流组，GI3DQ 法

和 PISA 法的测量结果差异更小（平均高估 0.53 ml）。

该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目前临床评

估二尖瓣反流体积时，没有一个公认的“金标准 ”可

供使用，所有的研究只是不同方法学之间的互相比

较；该研究以 PISA 法计算得到的二尖瓣反流体积作

为参考标准；PISA 法的准确性已被一系列研究所证

实，并且为指南首选的推荐方法。第二，该研究没

有涉及不同的仪器设置对 GI3DQ 法直接测量二尖瓣

反流束体积的影响。最后，GI3DQ 法的测量结果对

临床上二尖瓣反流患者的预后价值和指导意义，需

要长期的随访数据去探索。

结论：在该研究人群，与 PISA 法相比，在中

心性及偏心性二尖瓣反流组，GI3DQ 法评估二尖

瓣反流体积是可行且准确的，尤其是中心性二尖瓣

反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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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循环杂志》 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3 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 2012 年主要计量指标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3 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2012 年期刊引用计量指标：本刊核心影响因子 0.700，

核心总被引频次 824 次，在 19 种心血管病学类期刊中核心影响因子排名第 5 位，核心总被引频次排名第 8 位。

2   《中国循环杂志》 在 2013 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 2012 年主要计量指标

2013 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中，我刊 2012 年

复合影响因子 0.728，在 96 种内科学类期刊中排名第 1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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