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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血流显像技术与彩色多普勒在颈内动脉颅外段显像的比较

魏　然,王　波,方松涛

[ 摘要] 目的:比较二维血流显像技术( B-Flow )与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 CDF I)在颈内动脉颅外段的显像。方法:对 40 名健康

志愿者进行颈内动脉颅外段的超声检查,分别应用 B-F low 与 CDFI 技术。结果:正常颈内动脉的声像图显示血管内壁清晰,

血流回声均匀;CDFI显示颈内动脉近段彩色外溢, 而中远段充盈不足, B-Flow 组颈内动脉显示长度明显优于 CDFI 组( P <

0.001) 。结论:B-Flow 较 CDFI在颈内动脉颅外段显示范围更广, 可以弥补 CDFI 在颈内动脉颅外段显像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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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B-Flow and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 CDFI) in the detection of internal

carotid artery.Methods: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of fo rty normal volunteers w as detected by B-Flow and

CDFI.Results:B-Flow image showed that the artery w all w as distinct , the blood w as well distributed and

identical, while the CDFI image showed overf low color in the near section and color insuff icient in the middle and

distant section.The B-Flow g roup w as better than the CDFI g roup in the demonst rat ion of range of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25.5±5.6) mm and ( 14.5±7.8) mm( P <0.001) .Conclusions:B-Flow can display wider-range

of internal caro tid artery than CDFI, and can make up fo r the inadequacy of CDFI in the detection of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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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采用二维血流显像( B-Flow )的新技术,

检测 40名正常健康人颈内动脉颅外段的显像,与常

规的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 CDFI)相比较,旨在探索

B-Flow 技术在颈内动脉颅外段显像的应用价值, 弥

补CDFI在颈内动脉颅外段显像上的不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2年 6月 ～ 2003年 5月,

我院部分体检健康者 40名,其中男 23名,女 17名;

年龄 22 ～ 65 岁。无脑梗死 、冠心病 、高血压和糖尿

病病史。

1.2 　检测方法 　应用美国 GE 公司 Logiq

700EXPERT Series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739L

宽频线阵探头, 核心频率 9 MHz, 具有 B-Flow 显示

功能。被检查者平卧位,适当垫高肩部,头后仰略偏

向对侧,充分暴露颈部, 仪器调节选择血管检查条

件,颈动脉设置。首先取二维声像图,横断面显示颈

动脉分叉处,确定颈内动脉位置,转为纵切面显示颈

内动脉长轴,仔细调节增益 、灰阶和动态范围,以获

得最佳的血管声像图, 然后在同一部位分别启用

CDFI 和 B-Flow , CDFI模式下增益调节至噪声刚好

消失为宜,壁滤波选择 120 Hz。B-Flow 模式下仪器

选择检测高速血流模式, 聚焦调节至血管深度水

平,背景信号打开, 选择自动优化 。两种模式下观

察内容均为动脉内壁, 血流充盈情况, 记录血流显

示长度 。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配对 t 检验 。

2　结果

　　B-Flow 显示颈内动脉血管内壁显示清晰,血流

回声均匀一致, 内膜与血流界限清楚(见图 1)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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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维图像质量不佳的情况下,血流界限显示欠佳 。

CDFI显示颈内动脉近段出现彩色外溢, 而中远段

彩色充盈不足, 血管走行 、角度对图像影响较大, 有

2例在二维图像显示尚清晰的情况下, 彩色血流中

断,造成动脉闭塞的假象, 而 B-Flow 显示血流充盈

良好(见图 2) 。本组 40例 80支颈内动脉血流显示

长度测值 B-Flow 为 ( 25.5 ±5.6 ) mm, CDFI 为

( 14.5±7.8) mm, 差异有显著性( d ±sd =11.0±

6.0, t=16.40, P<0.001) 。

3　讨论

　　颈动脉超声检测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以其

便捷 、准确 、无创伤性 、可重复性 、可提供血液动力学

信息等特点而成为临床首选的检查方法 。颈内动脉

是颅内血运的主要通道, 占 70%～ 80%,颈内动脉

起始段又是粥样斑块形成的好发段,故颈内动脉的

探查其临床意义重大[ 1] 。和颈总动脉探查相比, 颈

内动脉位置较深,走行变异较大,使颈内动脉的显像

有时较难达到满意的效果,给诊断带来困难。

CDFI作为颈动脉超声检查的主要手段, 在肯

定其应用价值的同时, 也指出其在颈内动脉检查中

存在的某些不足, 主要表现在 CDFI 的空间分辨力

一般较其叠加之上的二维超声低。由于 CDFI 低空

间分辨力可造成在彩色多普勒频移区域以外部位的

彩色编码,从而造成了 CDFI 血流束宽度明显大于

血管实际内径[ 2] 。以及由于受探查角度 、彩色增

益 、血管走行的弯曲 、颈内动脉分叉位置较高或分叉

角度过大, 未能充分显示颈内动脉颅外段全程而认

为颈内动脉闭塞产生诊断的假阳性[ 3] 。

二维血流显像技术( B-Flow )又称为灰度模式血

流显像,它是一种利用 GE 公司的数字化编码超声

技术来实现灰阶图像下血流回声直接显示的一种新

的成像技术 。与传统的 CDFI 比较, B-Flow 成像时

组织和血流的成像本质相同, 均是利用超声的回声

信号,可由声束同时获得, 二者同时成像, 从而可以

高分辨率 、高帧频, 同时显示组织和血流信息;全扫

查范围内实现血流成像, 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某一血

管的全程成像;没有所谓尼奎斯特频率极限, 即没有

混叠或色彩倒错现象;血流显示没有外溢;成像没有

角度限制等优点[ 4] 。

B-Flow 技术目前正逐步应用于临床, 已有研究

表明,用 B-Flow 所测得的血管内径近似于二维超

声,两者相比无明显差异, 而优于 CDFI, 因为 B-

Flow 技术提高了空间分辨力, 使血流能够清晰显

示,所测量的血管内径更加准确
[ 5]
。本研究更进一

步表明,在颈内动脉的显像范围上, B-Flow 与 CDFI

有显著差异, B-Flow 技术可以提供更广阔 、更清晰 、

更逼真的显像, 从而消除 CDFI 在颈内动脉探查中

易产生的动脉闭塞假象, 提高颈内动脉疾病超声诊

断的准确性。但我们也应当看到 B-Flow 存在的不

足,主要表现为在二维图像质量不佳的情况下, B-

Flow 显像也难令人满意,同时不能提供血液动力学

信息,故颈内动脉探查中还不能替代二维超声和彩

色多普勒。但 B-Flow 作为一种新技术,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目前可以作为血管检查有力的辅助手段,弥

补彩色多普勒显像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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