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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动态血流成像诊断不全性药物流产的价值探讨 

王保钢，史 红，张 婷 

[摘要]目的：探讨高级动态血流成像技术(ADF)在诊断不全性药物流产(药流)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 120例药流后 2周及 

以上仍有阴道出血者进行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及 ADF检查，其中59例与清宫后的病理结果对比分析。结果： 

59例清官患者中，ADF诊断不全性药流的敏感性为91．49％ ，特异性为 83．33％，准确性为 89．83％，阳性预期值为 95．56％，阴 

性预期值为 71．43％；CDF1分别为 68．09％、66．67％、67．80％、88．89％及 34．78％，ADF诊断准确性高于 CDFI(P<0．05)。 

结论：ADF技术在诊断不全性药流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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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advanced dynamic flow in diagnosis of incomplete abortion induced by drugs 

W ANG Bao—gang，SHI Hong，ZHANG Ting 

(Department of Ultrasonography，Jiangwan Hospital，Shanghai 20043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dvanced dynamic flow(ADF)in incomplete abortion induced by drug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wenty patients who were still bleeding after abortion induced by drugs for more than two weeks were 

examined by transvaginal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and ADF．And the outcome of 59 eases was compared with that by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s after uterine curettage．Results：The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by ADF were 91．49％ ，83．33％ and 

89．83％ ．respectively．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reached 95．56％ and 71．43％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e 

68．O9％ ．66．67％ ，67．80％ ，88．89％ and 34．78％ by CDFI．The accuracy by ADF was higher than CDFI(P<0．05)．Condusions： 

ADF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incomplete abortion induced by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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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 阴道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 (color 

doppler flow image，CDFI)超声诊断技术在不全性药 

物流产(药流)的应用 日渐增多 ，但国内有关应 

用高级动态血流成像技术(advanced dynamic flow， 

ADF)诊断药流报道较少。2008年 4月至 2009年 

12月，我科应用 ADF诊断 120例不全性药流，并通 

过与清宫病理结果的对比分析，旨在进一步提高超 

声技术诊断不全性药流的符合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0例均为药流后 2周及以上仍 

有阴道 出血患者 ，年龄 17～42岁。均经彩超检查 ， 

其中59例行清官术和病理检查。 

1．2 仪 器与 方 法 应用 TOSHIBA Xario型彩 色 

Doppler超声诊断仪，经阴道探头频率 7．2 MHz，具 

有 CDFI和ADF成像功能。多切面扫查子宫形态、 

大小、回声，对子宫腔内有异常低回声者分别应用 

CDFI和 ADF观察内有无血流显像，有血流显像者 

进一步测量 动脉 的峰值 流速 (Vp)与阻力指数 

(RI)。对子宫腔内存在低回声区者行清宫术，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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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送病理检查。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 t检验。 

2 结果 

2．1 阴道超声检查结果 120例均经阴道超声检 

查发现，无子宫腔分离者 34例，子宫腔分离仅为无 

回声者27例，子宫腔分离内见低回声者59例(见图 

1)。其中超声阳性 59例中，CDFI发现占位及着床 

部位有血流者 36例，未见血流者 23例。而在启用 

ADF后发现36例中3例为着床外的血流，并未涉及 

到子宫腔内的低回声区。在 CDFI未发现血流的23 

例中，启用 ADF后发现有血流者 13例并测得 Vp与 

RI(见图 2、3)。 

图 l 子宫 腔内不均匀的低回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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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DF见到 CDFI未能显示的纤 细血流 图 3 ADF测得 VO与 RI 

2．2 清宫术病理检查结果 对超声提示的59例有 

子宫腔内低回声者均予以清宫术，清出物送病理学 

检查，结果 47例 (79．66％)见绒毛或滋养细胞残 

留。其中ADF发现子宫腔内占位具有血流信号者 

45例(包括 CDFI未见血流者 l3例)中43例有组织 

残留，14例未见血流者中4例有组织残留。而CDFI 

发现的36例具有血流信号者中，32例有组织残留， 

23例未见血流者中15例有组织残留。 

2．3 ADF和 CDFI对不全性 药流的诊 断比较 59 

例清宫患者中，ADF诊断不全性药流的敏感性为 

91．49％，特异性为 83．35％，准确性为89．83％，阳 

性预期值为95．56％，阴性预期值为71．43％；CDF1 

分别 为 68．09％、66．67％、67．80％、88．89％ 及 

34．78％。ADF诊断药流优于 CDFI(P<0．05)(见 

表 1)。CDFI和 ADF测得的 Vp与 RI结果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 1 ADF,CDFI诊断不全性药流比较《n) 

表 2 ADF和 CDFI检查不全性药流血流参数比较( ±s】 

3 讨论 

药流因为具有安全、高效、无痛苦及方便等特点 

被广泛应用，且胚胎排除率在 90％以上，但往往伴 

随有出血多、出血时问长及部分胚胎残留等不良反 

应。药流仍有6％ ～10％的不全流产率，1．5％由于 

不全流产大 出血而须紧急清 宫处理 。正常情况 

下服药后 l～5天内绒毛排出，而蜕膜多呈碎片状排 

出，排出时间因人而异，一般需 5～10天。绒毛或滋 

养细胞残留是药流后阴道出血时间长、出血量大的 

主要原因。临床诊断药流后胚胎组织残留主要依赖 

于超声检查。一般残留物多、残留时间短时，超声表 

现为低回声；而时间长、残留物坏死变性及机化时， 

大多表现为不规则增高回声。超声检查不仅可以对 
一 般性出血时间长的患者诊断有帮助，而且对药流 

术后子宫腔残留与否的诊断也有帮助，并且可以提 

供残留的部位、大小及性质。从而避免临床医生盲 

目清官，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 

阴道超声不需要充盈膀胱，利用高频探头紧贴 

子宫颈外口进行检查，盆腔器官处于近场，能清晰地 

显示子宫内结构的变化，较早地探及孕囊，对盆腔内 

血流信号的辨认、定位能力及对残留物的检测率都 

远远高于经腹部超声，并能准确地根据孕囊大小推 

算孕龄。而胚胎组织残留的二维超声表现，早期可 

在子宫腔内见到不规则的中低回声，随着病程发展， 

组织变性坏死，部分机化，回声显示增强、紊乱 。 

但特异性较差，有时难以与药流后子宫腔积血、血凝 

块相鉴别，其符合率较低。 

随着经阴道 CDFI技术的引入，特别是观察到 

异常回声区内丰富的血流信号，动脉有类似滋养细 

胞层血流频谱，流速高于正常滋养细胞层血流，其符 

合率大为提高，有文献 报道可达95．3％。本组59 

例超声阳性病例中，就诊断不全药流的准确性而言， 

ADF为89．93％(ADFI为67．80％)，说明ADF在不 

全药流诊断上较传统的 CDFI有优势。ADF技术被 

认为比 CDFI具有更有效、更敏感、更准确地显示血 

管细节的显像率。本研究中我们使用的 ADF技术 

是采用宽带发射和接收的多普勒成像技术，有别于 

传统彩色多普勒成像的窄带发射和接收。它突破性 

地从成像原理上提高了血流成像的分辨率，再经数 

字图像优化处理和自适应图像处理，(下转第1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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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是目前最为可靠的术前检查手段。我们结合文 

献 ’。 ，发现该病有其特征性的 MRI表现，但最后 

确诊仍需结合临床及完整的病理资料。本组中术前 

误诊为淋巴瘤 1例，误诊为神经鞘瘤 2例。该病 

MRI大致表现为：(1)肿瘤大部分呈梭形，少部分为 

长椭圆形或分叶状，两端多尖锐，呈毛笔尖样；(2) 

肿瘤可压迫包绕脊髓，呈钳状；(3)有些肿瘤可压迫 

临近骨质，使椎间孔扩大，并沿椎间孔向外生长，但 

无骨质破坏；(4)大多数肿瘤表现为 T1WI等或稍高 

信号，T2WI为均匀高信号，少数于TIWI及 T2WI为 

不均匀信号；(5)增强扫描呈明显均匀强化。我们 

认为，该病的钳状包绕脊髓、两端毛笔尖样改变为其 

特征性表现，反映肿瘤的生长方式为匍行性生长，故 

肿瘤也可通过椎间孔向椎管外生长，呈哑铃状。肿 

瘤可发生出血、钙化、纤维化或瘤周含铁血黄素沉 

积，导致肿瘤可以呈不均匀信号。瘤体内含有丰富 

的血管组织，所以增强扫描一般为明显均匀强化。 

有文献 ’ 报道，椎管内硬膜外海绵状血管瘤 

可有一些伴发病变，如皮肤血管瘤，脊柱侧凸，椎体 

血管瘤等。本组中 1例 ]rR～。水平椎管内硬膜外海绵 

状血管瘤患者可见 L1椎体血管瘤(未经病理证实， 

见图 3)。 

3．3 鉴别诊断 该病应与转移瘤、淋巴瘤、脓肿等 

鉴别 “ 。转移瘤呈长 T1长 T2信号，多伴有骨质 

破坏及周围软组织肿块，与椎管内硬膜外海绵状血 

管瘤鉴别较容易。淋巴瘤无椎体破坏，其信号在 

T1WI和 T2WI多表现为中等强度。硬膜外脓肿可 

表现为T1WI中等信号，T2WI高信号，但增强扫描 

为环形强化，内部不强化，而且邻近椎体信号异常和 

周围软组织肿胀可作为鉴别要点。脊膜瘤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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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硬膜内，位于硬膜外者较少，于T2wI上呈等高 

或略高信号。硬膜外神经源性肿瘤虽然较少，但海 

绵状血管瘤由于其匍行性生长，可沿椎间孔向外生 

长，且两者 MRI信号相似，鉴别较困难，一般来说海 

绵状血管瘤钳状包绕脊髓及两端毛笔尖样改变可有 

助于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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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52页)获得更高帧频和更高分辨率的血流 

成像，避免了传统彩色多普勒成像的外溢和过度染 

色发生 J。本组病例中由CDFI诊断的孕囊着床 

部位有血流的36例中，经 ADF发现为着床外血流， 

后经病理学检查证实无组织残留。说明 ADF在处 

理彩色血流成像外溢上较 CDFI成熟。这使我们在 

观察血流时能正确区分内膜还是子宫腔内的低回声 

组织血流，并能够发现 CDFI尚不能显像的血流。 

本组资料亦证实 ADF在诊断不全性药流方面优于 

CDFI，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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