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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敏感加权成像早期评价急性脑梗死患者预后

及脑血容量的相关性分析

骆摇 嵩,屈洪党,刘晓林,谢摇 静

[摘要]目的:探讨早期急性脑梗死患者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上“突出的血管冶(prominent vein,
PV)现象与临床预后及脑血容量(cerebral blood volume,CBV)的关系,分析 PV 的临床意义。 方法:选取 22 例急性期脑梗死患

者,发病 3 d 内完善头部相关影像学检查,根据皮层软脑膜吻合支血管显影分级法,对 SWI 上的 PV 进行影像学分级,选取病

灶处 PV 明显的 2 个层面作为 ROI 区,以 ROI 区病灶中心及周围的 3 个点作为测量对象,同时测量病灶镜像区相应的 3 个点,
并记录相应的 CBV 值,再由相应的软件计算出患侧及健侧参数的平均值。 并分别于入院时、发病 14 d 后进行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卒中量表(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于发病 90 d 后根据 Rankin 修订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对患者电话随访进行评分。 结果:PV 分级与患者侧 CBV 变化呈正相关关系(P < 0. 05); PV 分级与发病时、发病

14 d NIHSS 评分与 90 d 后 mRS 评分均无相关关系(P > 0. 05)。 结论:SWI 可通过 PV 现象及其分级反映早期急性脑梗死患者

病侧 CBV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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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prognosis evaluated by SWI with CBV
in the early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LUO Song,QU Hong鄄dang,LIU Xiao鄄lin,XIE Ji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detect the 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 of prominent vessel( PV),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clinical prognosis with cerebral blood volume(CBV) in early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V. Methods:The imaging of the head in 22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examined within 3 days of disease. The imaging
of PV in SWI wer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astomosis vessels of cortex and leptomeningeal. Two lays with obvious PV
in lesions were set as the region of interesting(ROI) area. The focal mirror of 3 points in the lesion center and around in ROI area were
measured,the CBV value of which was recorded for calculating the average value of parameter in the healthy and disease side. The
scores of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 at admission and after 14 days of disease,and modified Rankin Scale(mRS)
after 90 days of disease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PV grading of patient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BV of disease side(P <
0. 05). The PV grading of patient was not correlation with the NIHSS scores at onset and after 14 days of disease,and mRS score after
90 days of disease(P > 0. 05). Conclusions:The phenomenon and grading of PV in SWI can reflect the cerebral blood volume changes
of lesion side i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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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急性脑梗死时,脑组织的自身调节功能,尤其是

侧支循环建立,对于保护缺血半暗带,延长治疗时间

窗,改善临床预后有着重要作用。 皮质软脑膜支对

于保护和维持缺血半暗带具有决定性作用。 磁敏感

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是基

于 BOLD 效应进行成像的新兴的影像学技术,利用

血液内的血红蛋白氧饱和度变化(去氧血红蛋白 /
氧合血红蛋白)来反映组织的氧摄取分数,借此评

价低灌注区域脑组织代谢变化[1 - 4],反映在 SWI 上
的影像学表现就是“突出的血管冶 (prominent vein,
PV)。 国外学者指出 PV 可能是皮层软脑膜吻合

支[5 - 6],国内相关研究[7]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因此,
我们对 PV 分级与急性脑梗死患者预后及脑血容量

(cerebral blood volume,CBV)参数的关系进行探讨,
以期为更好地理解 PV 的临床意义提供参考。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

我科确诊为脑梗死患者 22 例,男 17 例,女 5 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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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40 ~ 65 岁。 纳入标准:(1)头部弥散加权成像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证实本次发病有新

发 病 灶, 核 磁 血 管 成 像 (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提示为一侧大脑中动脉主干重度

狭窄或闭塞;(2)缺血性脑卒中发病 3 d 内,首次发

病或既往发病的肢体偏瘫后遗症不会影响神经功能

评分的再次发作;(3)年龄 40 ~ 75 岁,性别不限,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 4 ~ 20 分。 排除标

准:(1)与本次发病有关的脑出血、肿瘤、外伤;(2)
严重心功能不全,慢性肝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肌
酐升高超过正常值的 1. 5 倍;(3)妊娠、出血性疾病

及幽闭综合征等不能配合检查的心理精神疾病。 所

有患者或患者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并同意。
1. 2摇 方法摇 发病 3 d 内完善 DWI、SWI、核磁灌注加

权成像(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PWI)、MRA 等相

关影像学检查。 根据皮层软脑膜吻合支血管显影分

级法,对 PV 进行影像学分级:0 级,无侧支血管显

示;1 级,侧支血管仅覆盖梗死部分区域;2 级,侧支

血管覆盖梗死的全部范围[8]。 并选取 SWI 序列病

灶处 PV 明显的 2 个层面作为 ROI,以 ROI 病灶中

心及周围的 3 个点作为测量对象,同时测量病灶镜

像区相应的 3 个点,每个点包括 5 个体素,每个体素

的面积为 0. 16 cm2,同时记录相应的 CBV 值,最后

再由相应软件计算出患侧及健侧相应参数的平均

值。 分别于入院时、发病 14 d 后进行 NIHSS 评分,
了解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于发病 90 d 后根据 Rankin
修订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对患者电话随

访进行评分。
1. 3摇 仪器及相关参数 摇 采用 Trio tim Simens 3. 0T
超导型全身磁共振扫描仪,标准头线圈,取平行于胼

胝体膝部与压部的连线为扫描基线,扫描范围覆盖

全脑。 每例患者均进行 MRI、三维时间飞跃法磁共

振血管成像(3D鄄TOF鄄MRA)、自旋回波 - 平面回波

成像(SE鄄EPI)的全脑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MRP)
检查和 SWI 检查。 MRI 检查包括以下序列(扫描参

数):弥散加权成像 DWI(TR 93 ms,TE 3 800 ms);
自旋回波(SE)序列(T1WI:TR 440 ms,TE 2. 5 ms);
快速自旋回波(FSE)序列 T2WI(TR 3 000 ms,TE
93 ms); FSE 反转恢复 ( IR) 序列 T2 FLAIR ( TR
8 000 ms,TE 93 ms,TI 2 371. 5 ms),行矢状位、冠
状位和轴位扫描,层厚6 mm,间距 1. 2 mm,FOV 199
mm 伊 220 mm,矩阵 464 伊 512,MRP(TR 1 400 ms,
TE 32 ms,反转角 70毅,视野 23 cm,层厚 5 mm,层间

距 1. 5 mm,采集矩阵 128 伊 128,激励 1 次)。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等级相关分析。

2摇 结果

摇 摇 患者一般情况与 PV 分级均无相关关系(P >
0. 05)(见表 1)。 根据 PV 分级与 CBV 变化进行相

关分析,发现随着 PV 级别的提高,患侧 CBV 出现增

高趋势,PV 与患侧 CBV 变化呈正相关关系(P <
0. 05)。 另外, PV 级别与发病时、 发病 14 d 后

NIHSS 评分和 90 d 后 mRS 评分均无相关关系(P >
0. 05)(见表 2)。

表 1摇 患者一般情况与 PV 分级的相关关系(n = 22)

一般资料 r忆s P

年龄 - 0. 314 > 0. 05
女性 - 0. 073 > 0. 05
高血压 - 0. 165 > 0. 05
糖尿病 - 0. 010 > 0. 05
高脂血症 - 0. 140 > 0. 05
吸烟 - 0. 210 > 0. 05
饮酒 - 0. 235 > 0. 05

表 2摇 患者 NIHSS、mRS 评分及 CBV 与 PV 分级的相关关系

摇 摇 相关指标 r忆s P

发病时 NIHSS 评分 - 0. 414 > 0. 05
发病 14 d 后 NIHSS 评分 - 0. 439 > 0. 05
发病 90 d 后 mRS 评分 0. 403 > 0. 05
患侧 CBV 0. 452 < 0. 05
健侧 CBV 0. 108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当脑血管病变,脑组织会进行自主调节功能以

便保护和维持脑组织功能。 脑组织的自主调节功能

分为:(1)脑循环储备代偿期,脑组织的血流动力学

发生异常,脑血流灌注的状态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波

动时,机体可通过毛细血管平滑肌和小动脉的代偿

性收缩或扩张、周围临近组织血液供应加以代偿等

方式维持脑血流量相对的动态稳定;(2)脑代谢储

备力代偿期,当脑循环储备力调节功能仍然无法维

持脑组织基本代谢水平时,病变脑组织通过增加氧

摄取量,提高氧摄取分数加以代偿。 这两个方面并

不是孤立的两个时期,而是共同发挥作用来维持病

变区域脑组织基本代谢功能。 反映在 PWI 上,可以

出现患侧脑组织 CBV 较健侧 CBV 持平或增加。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 PV 级别的提高,患侧

CBV出现增高趋势,PV与患侧CBV变化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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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显著降低,说明 2 种方法均能发挥有效的清除作

用。 观察组患者透析后 BUN、茁2鄄MG 和 PTH 降低幅

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而 Scr 降低幅度明

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常规血液透析利用扩散

原理,能够清除水溶性、小分子溶质,使患者临床症

状得到一定缓解;但对于中大分子物质清除效果一

般[6]。 高通量透析采用高通透性能的透析器进行血

液透析,透析膜孔径较大,有较好的通透性,其清除

机制主要包括吸附、扩散以及对流,能够有效清除相

对分子质量在 1 000 ~ 1 500 的溶质,除了清除小分

子溶质,高通量透析对中、大分子量溶质也有较好的

清除作用[7]。 因此 2 种透析方法比较,对中大分子

物质如 茁2鄄MG 和 PTH,高通量透析法清除效果显著

优于常规通量透析,可减少患者体内中、大分子毒性

溶质的堆积,提高透析效果。
本文观察组患者透析后的自觉症状改善整体优

于对照组,这也与高通量透析法能更好地清除体内

有毒有害的大、中、小分子溶质有关。 透析容易导致

钙磷代谢紊乱,使患者出现皮肤瘙痒等不良反应[8];
高磷血症还能导致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引起

高 PTH 血症;淀粉样变是肾衰后期常见并发症,引
起骨关节慢性疼痛,与患者机体内大量蓄积 茁2鄄MG
等血浆蛋白有关[9],高通量透析对 PTH、茁2鄄MG 有较

好的清除作用,减少其在体内积累,有效改善不良反

应。 因此,高通量透析法对大、中、小分子溶质均有

较好的清除率,对治疗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患者有很

好的效果,能有效减少有毒有害和炎性物质在体内

的蓄积,缓解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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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P < 0. 05)。 即在病变区域 PV 明显的层面,分
别在对应 PWI 上测量 CBV,PV 级别高的患者,其患

侧 CBV 亦增高。 其机制可能是,急性脑梗死时缺血

半暗带区域的脑组织、脑血管自主调节功能仍存在,
而且缺血脑组织血管内皮细胞会反馈性产生较多的

NO,以便尽可能促进病变血管扩张,促进更多血液

进入到病变脑组织中,此外局部微血管代偿性扩张,
再加上侧支循环的开放,尤其是二级侧支循环开放,
从前循环和后循环虹吸来的血液涌入到缺血半暗带

区域,以挽救缺血脑组织,单位体积内的脑组织血容

量较健侧增加。 但由于大血管狭窄,血流速度较缓

慢,氧摄取分数增加等,侧支循环血管本身固有的血

管管径纤细,血流缓慢,均会影响脱氧血红蛋白与氧

合血红蛋白比例变化,在 SWI 上就可以发现普通影

像学技术无法发现的皮质软脑膜支。
综上,SWI 上的 PV 现象及其分级可无创性反

映缺血性脑卒中的血流动力学状态,敏感地反映缺

血半暗带脑组织代谢状况,直观地显示出皮层软脑

膜支完善与否,为急性脑梗死患者的临床治疗方案

选择和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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