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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肺部 ＣＴ 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 ) 暴发初期最主要的筛查手段和分级诊疗依据ꎬ 是

肺部损伤影像学诊断的金标准ꎮ 随新冠肺炎病情进展ꎬ 患者肺部 ＣＴ 呈现不同的病变范围与类型ꎮ 肺部超声与 ＣＴ 相一
致ꎬ 随病程发展呈特征性表现ꎮ 与肺部 ＣＴ 相比ꎬ 肺部超声检查具有床旁便捷、 无创等优点ꎬ 减少了院内传染和转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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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新冠肺炎的救治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 肺部超声在探测远离胸膜病变、 辨别过度通气、 操作者依
赖方面亦有其局限性ꎮ 本文对肺部超声与 ＣＴ 的优劣势进行梳理ꎬ 临床医师在实践过程中应取长补短ꎬ 以促进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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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超声与 Ｃ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肺损伤的评估: 优与劣

新型冠 状 病 毒 肺 炎 ( 以 下 简 称 “ 新 冠 肺 炎” )

症、 出现呼吸衰竭时ꎬ 常表现为双肺弥漫性磨玻璃变

密切接触是其主要传播途径ꎬ 肺为主要损伤的靶器

见少量胸腔积液ꎻ 随病情控制 / 好转ꎬ 病灶逐渐吸收

已成为全球关注的严重公共卫生事件ꎬ 呼吸道飞沫和
官ꎮ 尸检和肺组织病理检查发现ꎬ 患者肺泡腔内有浆
液、 纤维蛋白性渗出物积聚及透明膜形成ꎬ 肺泡隔充
血、 水肿ꎮ 在不同病变时期呈现不同的胸部影像学特
征ꎬ 是新冠肺炎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ꎬ 也是诊断的重
要依据ꎮ 因此ꎬ «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 试行第五版) » [１] 首次在湖北地区临床诊断中纳入
影像学诊断标准ꎮ 但行肺部 ＣＴ 检查需多人协助转运
患者ꎬ 可能增加院内传染 / 传播风险ꎮ 新冠肺炎包括
不同的临床分型ꎬ 症状差异大ꎬ 部分病情严重且进展
迅速ꎬ 需多次、 动态连续监测ꎬ 外出检查转运风险明

显增加ꎬ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肺部 ＣＴ 的广泛应用 [２] ꎮ

或组织密度影ꎬ 病灶范围可在 ４８ ｈ 内增加 ５０％ꎬ 可
消散ꎬ 可残存肺纤维条索影ꎮ

新冠 肺 炎 患 者 相 关 的 肺 部 超 声 模 式 包 括 [４] :

(１) 胸膜线不规则伴增厚ꎻ ( ２) 局灶、 多发局灶或
弥漫融合的 Ｂ 模式ꎻ ( ３) 多发小叶、 肺叶或跨肺叶
肺实变伴支气管充气征ꎻ ( ４) 少见胸腔积液ꎮ 新冠
肺炎的肺部超声特征与 ＣＴ 一致ꎬ 随病程发展呈特异
性表现 [５￣ ６] ꎮ 早期多见单侧或双侧局灶性 Ｂ 模式ꎬ 进
展期多见双侧弥漫性 Ｂ 线、 胸膜线异常、 胸膜下实

变或组 织 样 变ꎬ 恢 复 期 实 变 消 失、 呈 现 Ａ 模 式 [４] ꎮ
有研究对比肺部超声与肺部 ＣＴ 影像学特征 [７] ꎬ 发现
二者 诊 断 急 性 呼 吸 窘 迫 综 合 征 的 整 体 一 致 性 为

肺部超声的成像机制与肺部 ＣＴ 具有较高相似性ꎬ 近

０ ７７５ꎬ 局部病变诊断的一致性亦相似ꎻ 以肺部 ＣＴ 为

阐述肺部超声与 ＣＴ 对新冠肺炎患者肺损伤评估的优

肺实变和胸腔积液的准确度分别为 ８８ ６％、 ８６ ５％、

年来常规应用于重症患者的肺部病变评估ꎮ 本文主要
势与劣势ꎮ

１ 新冠肺炎患者肺部 ＣＴ 和超声影像学表现
特点及一致性比较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像诊断指南 ( ２０２０ 年第

二版简版) » 推荐新冠肺炎患者首选高分辨率计算

机断层成像 (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ＨＲＣＴ) ( 层厚≤１ ｍｍ) 检查ꎬ 证据级别为Ⅱ级ꎬ 强

标准ꎬ 肺 部 超 声 诊 断 正 常 表 现、 肺 泡￣间 质 综 合 征、

９７ ２％和 ９２ ３％ꎮ 新冠肺炎患者肺部超声与肺部 ＣＴ
影像见图 １ꎮ

２ 肺部超声对新冠肺炎患者肺损伤评估的
优势
２ １

与肺部 ＣＴ 相比ꎬ 肺部超声具有早期分检筛查

的便捷性优势
新冠肺炎暴发初期ꎬ 尚无法普及核酸检测ꎬ 对于

ꎮ 新冠肺炎患者在病情发展过程中ꎬ 依据肺

有流行病学史者ꎬ 无论是否有相关症状ꎬ 肺部 ＣＴ 均

范围与类型ꎬ 可 分 为 早 期、 进 展 期、 重 症 期 与 转 归

早期筛查疑似或确诊病例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基于肺部

推荐

[３]

泡损伤和水肿、 间质增厚在肺部 ＣＴ 呈现不同的病变
期ꎮ 早期多见中下肺背段或外侧段外周或胸膜下局限
性淡薄磨玻璃密度影ꎻ 随病变进展ꎬ 磨玻璃密度影范
围逐渐扩大、 密度增高ꎬ 表现为双肺非对称性节段性
或小叶性磨玻璃变或组织密度影ꎻ 部分患者发展为重

是重要的诊断手段ꎬ 且操作简单、 检查结果客观ꎬ 在
ＣＴ 明确了新冠肺炎的影像学诊断标准和严重程度分
级ꎬ 是新冠肺炎影像学诊断的金标准ꎮ 但鉴于大部分
患者无症状或症状轻微ꎬ 广泛的 ＣＴ 检查不仅增加射
线暴露ꎬ 加重医疗资源负担ꎬ 亦增加了放射科工作人

图 １ 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典型肺部超声声像 (Ａ、 Ｂ、 Ｃ、 Ｄ) 和 ＣＴ (Ｅ) 影像图

Ａ 右肺前侧超声表现正常ꎬ 对应的 ＣＴ ( Ｅ①) 显示正常通气ꎻ Ｂ 右肺背侧超声显示少量液暗区及小片实变ꎬ 对应的 ＣＴ
(Ｅ②)显示胸腔积液及肺实性病灶ꎻ Ｃ 左肺前外侧超声显示为多发局灶 ( △) 和弥漫融合 ( □) 的 Ｂ 模式ꎬ 对应的 ＣＴ
(Ｅ③)为片状渗出ꎻ Ｄ 左肺背侧超声显示为微量液暗区、 胸膜线不规则 (○) 及多发 Ｂ 模式ꎬ 对应 ＣＴ ( Ｅ④) 为微量胸腔
积液及少量渗出病灶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５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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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感染风险ꎮ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ꎬ 肺部超
声可帮助筛查病例ꎬ 无症状且 “ 肺部超声阴性” 者
可避免进 一 步 行 ＣＴ 检 查ꎬ 而 将 其 隔 离ꎻ 对 于 有 症
状ꎬ 尤其是呼吸困难且 “ 肺部超声提示阳性” 的病
例ꎬ 可协助专业人员将新冠肺炎导致的肺损伤进行分
级ꎬ 即分为 轻 度、 重 度、 危 重

[８]

分诊进入病房、 急诊或 ＩＣＵꎮ

ꎬ 从而快速准确地

随着核酸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ꎬ 肺部 ＣＴ 的检查

需求大为减少ꎬ 肺部超声因其无辐射、 床旁便捷、 可
反复检查、 灵敏度高等优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ꎬ 可
以指导新冠肺炎患者的分层管理
可以取代胸部 Ｘ 线

[１０]

[９]

ꎮ 有学者认为其

ꎮ 有研究表明ꎬ 对重症患者行

床旁肺部超声检查ꎬ 胸部 Ｘ 线检查比率减少了 ２６％ꎬ
肺部 ＣＴ 减少了 ４７％ꎬ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１１]

ꎮ 有

研究对核酸检测阳性的 ８ 例妊娠新冠肺炎患者行常规
肺部超声检查ꎬ 用十四分区法进行半定量ꎬ 其中 ７ 例

患者肺部超声检查阳性ꎬ ３ 例避免了 ＣＴ 检查ꎬ 余 ５
例肺部 ＣＴ 检查结果与肺部超声一致 [１２] ꎮ 值得说明的

是ꎬ 其中 １ 例因超声发现肺部病变严重而改变策略ꎬ

的性质ꎬ 漏出液大多表现为均一的、 无回声液暗区ꎻ
而渗出液表现为低中等回声、 不均一的液暗区ꎻ 高回
声纤维条索状影提示为血性液体ꎮ 尤其在隔离病房ꎬ
在肺部超声引导下穿刺定位引流胸腔积液提高了操作
安全性ꎮ 肺部超声可床旁动态探测肺血流情况ꎬ 若超
声显示肺呈组织样变而血流丰富ꎬ 提示可能存在肺内
分流ꎮ 对于呼吸机撤离困难者ꎬ 可在撤机前后评估其
肺失充气评分、 心功能、 膈肌位移和增厚率 [１８] ꎬ 明
确撤机失败的原因ꎬ 及时调整治疗方案ꎮ 对于需体外
膜肺支持的新冠肺炎危重患者ꎬ 外出转运检查风险极
大ꎬ 因而肺部超声是最实用、 有效的评估手段ꎬ 可监
测肺部病情变化ꎬ 同时结合心脏超声评估心功能ꎬ 指
导撤机ꎮ 重症超声是体外生命支持团队必不可少的
工具ꎮ

３ 肺部超声对新冠肺炎患者肺损伤评估的局
限性
与金标准肺部 ＣＴ 相比ꎬ 肺部超声亦存在一定局

转入 ＩＣＵ 治疗ꎮ 可见超声检查具有床旁便捷、 无创等

限性ꎮ 如无法检测到未累及胸膜的病变ꎬ 可能漏诊肩

疗资源匮乏的环境中优势突出ꎬ 减少了医院内暴露于

适用于存在皮下气肿的区域检查ꎮ 此外ꎬ 肺部超声无

优点ꎬ 避免了患者转运ꎬ 且无辐射ꎬ 在妊娠患者或医

胛骨下方等超声无法透过的解剖区域的病变 [１３] ꎬ 不

病毒的风险ꎮ

法鉴别肺的正常通气和过度通气ꎻ 评估 “ 胸膜滑动

测ꎬ 指导治疗决策和效果评价

变面积和胸腔积液的体积ꎮ 同时ꎬ 肺部超声声像的获

２ ２

与肺部 ＣＴ 相比ꎬ 肺部超声可实现动态连续监

肺部超声在重症新冠肺炎的救治过程中可床旁及
时、 连续、 动态监测ꎬ 在快速诊断重症病因、 指导治
疗、 评估疗效中作用均更加突出ꎮ 三级防护下ꎬ 几乎
不可能进行肺部听诊ꎬ 在新冠肺炎患者病情发生变化
( 包括呼吸衰竭和 / 或循环衰竭) 时ꎬ 肺部超声在鉴
别病因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１３]

ꎬ 其可以及时

发现气胸、 肺水肿、 肺实变、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１４]

、

征” 及 Ｂ 线的定量存在主观性ꎻ 难以定量测定肺实
取和解读依赖操作者的熟练程度和专业性ꎬ 需经过专
业培训 [１９] ꎮ 肺部超声需遵循规范的流程ꎬ 根据需求
选择筛查部位和方案ꎬ 以提高其灵敏度和特异度ꎮ 由
于新冠肺炎在短时间内的暴发大流行ꎬ 有关肺部超声
应用的文献多限于通讯稿或病例报告ꎬ 缺乏高级别的
循证医学证据ꎮ 通常情况下ꎬ 肺部超声可由单人完
成ꎬ 同时探查和控制图像采集ꎮ 也有学者建议在新冠

大量胸腔积液等ꎻ 结合心脏超声可以明确循环衰竭的

肺炎流行的背景下由双人完成检查 [２０] ꎮ 一名操作者

过对肺部病变性质、 活动度ꎬ 膈肌位移和增厚率等评

像ꎻ 另一人进行观察ꎬ 主要负责记录图像和视频ꎬ 不

类型ꎬ 指导血流动力学治疗 [１５￣ １６] ꎮ 肺部超声可以通
估呼吸驱动力ꎬ 协助判断气管插管时机、 镇痛镇静治
疗目标等 [１７] ꎮ 对于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ꎬ 肺部超声

( 有更多经验和技术的专业人士) 操控探头、 获取声
接触患者及其周围物体ꎬ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医院内
感染和传播的机会ꎮ 虽然对于在新冠肺炎中如何应用

可以指导呼吸机参数设置、 评估肺复张潜能、 监测肺

肺部超声仍然存在争议ꎬ 但肺部超声的重要性及实用

复张的效果和并发症发生情况ꎮ 肺部超声可通过半定

性已经达成共识ꎮ

量评分预测俯卧位通气的有效性ꎬ 并可实时监测效
果ꎬ 指导俯卧位治疗时间和频率ꎮ

２ ３

与肺部 ＣＴ 相比ꎬ 肺部超声在特定临床场景下

具有诊断和治疗评估优势

与肺部 ＣＴ 相比ꎬ 肺部超声有助于确定胸腔积液

５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２０

４

小结
肺部 ＣＴ 是诊断新冠肺炎的影像学金标准ꎬ 肺部

超声是重症治疗不可缺少的手段ꎬ 二者各有其优势ꎬ

肺部超声与 Ｃ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肺损伤的评估: 优与劣
２０２０ꎬ ５９ ( ２０２０￣ ０６￣ 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ｒｓ ｙｉｉｇｌｅ ｃｏｍ / ｙｕｆａ￣

亦有其不足ꎬ 可互为补充ꎬ 不可互相替代ꎮ 临床医师
在实践过程中应取长补短ꎬ 有助于明确诊断、 动态观
察病情变化ꎬ 从而促进新冠肺炎患者的及时、 正确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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