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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１００７３０）

分析眩晕及平衡功能紊乱病人的前庭自动旋转试验（
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ＶＡＴ）检测

结果，探讨 ＶＡＴ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能检查的基础上行 ＶＡＴ 测试。 结果

对 ６５ 例眩晕及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在完成全面临床检查及耳神经功

（１）
单侧外周前庭功能损害 １０ 例，主要表现为水平前庭－ 眼反射（
ＶＯＲ）相

２）
双侧外周前庭功能低下 ５
位延迟及低增益，４ 例伴有非对称性异常，可伴有垂直 ＶＯＲ 相位延迟及增益异常。（
例，非对称性均正常，主要表现为垂直 ＶＯＲ 相位延迟及增益异常。（
３）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ｂｅｎｉｇ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 ｖｅｒｔｉｇｏ， ＢＰＰＶ）２７ 例，其中有 ９ 例合并噪声性听力损失，主要异常表现为垂直 ＶＯＲ 相位延迟和水平
或垂直 ＶＯＲ 高增益，部分可伴有水平 ＶＯＲ 相位延迟。（４）
可疑中枢性病变 ７ 例，多表现为水平 ＶＯＲ 高增益和垂
直 ＶＯＲ 相位延迟。 结论

ＶＡＴ 能反应眩晕病人垂直 ＶＯＲ 异常以及传统前庭功能检测不能显示的高频水平

ＶＯＲ 异常，高频旋转试验是对前庭功能检测技术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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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庭自动旋转检测法 （
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ＶＡＴ）
，或称前庭自旋转试验，是一项水平及
垂直方向的高频前庭—眼反射（
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ｏ－ ｏｃｕｌａｒ ｒｅ－
作者简介：徐进，女，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

ｆｌｅｘ， ＶＯＲ）测试，用于诊断及客观地监测平衡紊乱
症状，是一种新型的前庭功能检测手段。 其检测
频率范围选在 ０．５ ～６ Ｈｚ，接近于日常生活中人体
的正常运动频率，是迄今为止检测频率带最宽的前
庭功能检测方法。本文报告 ６５ 例眩晕病人 ＶＡＴ 测

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临床工作，研究方向为内耳疾病基础与临床。

试的初步临床应用情况，并针对 ＶＡＴ 临床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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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问题以及前庭系统的频率特性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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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表１

材料和方法

６５ 例眩晕病人的临床诊断

诊断

１．１ 临床资料

例数

单侧外周前庭损害

１０

医院眩晕门诊诊断明确的 ６５ 例眩晕及平衡功能紊

梅尼埃病

４

乱患者，男 ２５ 人，女 ４０ 人，年龄范围在 ２０ ～８３ 岁之

迟发性内淋巴积水

２

间。诊断前行全面的耳神经功能检查：（
１）
前庭功能

前庭神经炎

３

检查，包括扫视试验、视跟踪试验、视动试验、凝

突聋（伴眩晕）

１

收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卫生部北京

视试验、位置性和变位试验、低频谐波加速试验及

双侧外周前庭损害

温度试验；（２）与眩晕相关的听力学评估，包括常

ＢＰＰＶ（９ 例合并噪声性听力损失）

规纯音测听、声导抗测试、听性脑干诱发电位及诱
发性耳声发射；（３）其他相关临床检查如颈部血管

５
２７
７

中枢性前庭损害

１６

诊断不明

Ｂ 超、经颅多谱勒、颈椎及颅脑影像学检查等。６５
例病人的临床诊断见表 １。
１．２ ＶＡＴ 测试

注：ＢＰＰＶ：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的速度之比（正常时接近 １）
；（
２）相位：眼球移动速

１．２．１ 设备 采用美国 ＷＳＲ 公司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
研制的前庭自动旋转测试仪。
１．２．２ 测试步骤与方法： （１）用酒精清洁放置电极
部位皮肤；（２）使用随机所带的一次性电极分别置
于受试者两外眦、眉心及左眼眉弓中心上方和下眼
睑下方，分别记录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眼球运动；
（３）将传感器头套戴在受试者头部，避免与电极接
触，通过传感器记录眼部和头部的运动；（４）受试
者坐姿自然平稳，眼睛与视靶平行并盯住视靶，并
尽可能避免出现眨眼、面部肌肉收缩和咬牙等会使

度滞后于头部运动速度，即输出时间相对应于输入
的延迟；（３）非对称：眼球左右运动速度的对称性。
１．２．５ 数据收集与分析 测试软件自动控制、采集
及校准，自动分析检测结果并打印报告。

测试出现伪迹的因素，戴眼镜患者应戴上眼镜进行
测试；（５）输入正确和完整的患者信息及准确的视
靶距离；（
６）受试者随主机蜂鸣器旋律平稳地晃动
头部，在高频区可通过减小头部运动幅度来达到节
律要求。
１．２．３ ＶＡＴ 测试结果判读：ＶＡＴ 检测后显示的图
形由眼位图、眼速图、头速图、增益图、相位图及
非对称图形组成，可根据这些图形数据及有关图谱
进行判读分析。
１．２．４ 分析参数： （
１）增益：眼球运动与头部运动

检测结果见表 ２；诊断不明者 １６ 例，其中有 １１ 例
ＶＡＴ 检测结果异常，１ 例检测失败，４ 例检测结果
正常。ＶＡＴ 检测结果异常率为 ９２％。

表２
诊断分类

２．１

临床诊断
６５ 例眩晕病人的临床诊断结果见表 １。
２．２ ＶＡＴ 检测结果
６５ 例眩晕病人中，诊断明确者 ４９ 例，其 ＶＡＴ

３

讨 论

３．１

前庭系统的频率特性
１９７９ 年 Ｗｉｌｓｏｎ 和 Ｍｅｌｖｉｌｌ 首次报道了前庭系统
的频率特性，并根据相位、增益、非对称性与频率
的关系绘制了前庭适宜刺激的频带图。 之后，利
用傅立叶频谱分析技术和数学模型，不但分析和

ＶＡＴ 检测异常结果﹝例数（％）
﹞

例数
非对称性

水平增益

水平相位

垂直增益

垂直相位

４（４０）

５（５０）

８（８０）

５（５０）

４（４０）

０

４（８０）

１（２０）

２（４０）

４（８０）

２７

２（８）

８（３０）

９（３３）

８（３０）

１５（５５）

７

２（２８）

３（４０）

２（３０）

１（１４）

７（１００）

１０

双侧外周前庭损害

５

中枢性前庭损害

结 果

４９ 例眩晕病人的 ＶＡＴ 检测结果分析

单侧外周前庭损害

ＢＰＰＶ （９ 例合并噪声性听力损失）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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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了各种传统前庭试验技术的固有频率，也得
到了人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运动形式的频率
０．５ ～５ Ｈｚ）
。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 探索新
（
的、更敏感的前庭功能检测方法的研究取得长足进
展，前庭功能检测的观念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对诊断某种疾病具有特异性，相关方面的研究还有
待于进一步深入。
３．３

临床应用 ＶＡＴ 时应注意的问题

同其他前庭功能检查技术一样，临床应用 ＶＡＴ
时应注意其操作规范。应特别强调受试者主动摇

变——
—前庭功能检测应当在更接近人们日常活动频

头，而不是被动进行，任何被动的辅助作用将影响

率的条件下进行。目前有关前庭功能频率特征的研
究在逐步展开。已有文献［１］将高频前庭功能损失看

结果分析的准确性。所以选择眩晕病人的测试时机
非常重要，争取患者配合以主动完成检查是技术的

做一种新的临床综合征或明确的疾病实体，本研究

关键。鉴于高频前庭功能个体间差异较大

也发现了这种高频前庭功能损失的眩晕病例，但靠

的临床应用尚存争议，但对眩晕病人 ＶＯＲ 高频特

传统的 ＥＮＧ 检查（包括温度试验）却不能发现其高
频前庭功能异常。

征的研究将是今后前庭临床研究的热点。
参

３．２ ＶＡＴ 的敏感性与特异性
本文对 ６５ 例眩晕病人进行 ＶＡＴ 检测，分析其
高频 ＶＯＲ 特征。 以相位、增益和非对称性三个参
数进行研究表明，ＶＡＴ 检测结果异常率为 ９２％， 其
敏感性远远超过传统的温度试验。我们认为，ＶＡＴ
检测频率宽广（０．５ ～６ Ｈｚ）
，接近日常生活中各种运
动频率，扩大了前庭功能检测范围，突破了传统前
庭功能检测方法中的盲区，极大地改善了前庭功能
检测的敏感性。 有文献报道，用垂直相位延迟加
上水平增益正常为指标诊断 ＢＰＰＶ，其特异性可达
８７％［２］，这可能与 ＢＰＰＶ 最常累及后半规管有关。此
外还有卡铂前庭药物中毒能引起 ３ ～５ Ｈｚ ＶＯＲ 水
平相位异常，偏头痛性眩晕 ４ ～５ Ｈｚ 垂直相位异常
等专病报道［３，４］。由于本研究中各种病例数较少，尚
未发现某种疾病检测结果异常与特定范围的频率相
关，结合临床诊断也尚未发现 ＶＡＴ 异常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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