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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动脉扭曲及走行变异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汪亚男1,秦摇 雷2,高燕燕1,祁摇 英1

[摘要]目的:探讨椎动脉走行变异、扭曲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及超声在其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7 例椎动脉走行变

异或椎动脉扭曲病人的超声图像特点,测定收缩期峰值流速(PSV)、阻力指数(RI),记录数据并进行分组比较,分析血流动力

学改变规律。 结果:27 例病人中,16 例椎动脉扭曲及 11 例椎动脉走行变异分别具有较为典型的超声表现,椎动脉扭曲组 PSV
显著高于对照组及对侧正常组(P < 0. 01),椎动脉走行变异组 PSV 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椎动脉扭曲组、对侧正常组及

椎动脉走行变异组 RI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椎动脉走行变异及椎动脉扭曲具有特征性声像图表现,超声诊断

准确率高,并且能反映其血流动力学改变,可以此来预测血管管壁形成斑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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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odynamics abnormality of tortuosity and line variation vertebral artery
WANG Ya鄄nan1,QIN Lei2,GAO Yan鄄yan1,QI Ying1

(1. Department of Function,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
2. 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detect the hemodynamics of tortuosity of vertebral artery and congenital vertebral artery variation and value
of the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in diagnosis. Methods:The ultrasonic image characteristics in 27 cases of tortuosity and line
variation vertebral arter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eak systolic flow velocity(PSV) and resistance index(RI) of tortuosity and
line variation vertebral artery were measured with ultrasonoraphy to analyze its hemodynamics change patterns. Results: The
characteristic ultrasonic image in 16 cases of tortuosity vertebral artery and 11 cases of line variation vertebral artery were found. The
PSV in tortuosity vertebral arter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contralateral normal group(P <
0. 01). The PSV in line variation vertebral arter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RI in
tortuosity vertebral artery group,contralateral normal group and line variation vertebral arter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control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The ultrasonic images in tortuosity and line variation vertebral artery are characteristic,
the diagnostic accurate rate of ultrasonoraphy is high,which can reflect the change of hemodynamics,predict the risk of atherosclerosis
plaque forming.
[Key words] line variation vertebral artery;tortuosity vertebral artery;hemodynamics;peak systolic velocity;resistance index

摇 摇 椎动脉是人体脑干、小脑和大脑组织血流供应

的主要血管。 颅外段椎动脉病变可引起椎基底动脉

供血不足,在临床上较为常见,尤以中老年病人多

见[1]。 影像检查手段包括 CT 血管成像(CTA)、磁
共振血管成像(MRA)以及超声,可以发现管腔的狭

窄、管壁的斑块等,对病人的病情及发病原因有很直

观的认知,但是椎动脉走行变异及扭曲病人如果症

状轻微,无明显狭窄及斑块,对其病情的走向及发展

则无法准确评估。 本文旨在从血流动力学方面探讨

其在这两种病变中的规律及临床意义。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选取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0
月于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病人 27 例,男
16 例,女 11 例,年龄 51 ~ 82 岁;均有不同程度的头

疼、头晕等表现,颈椎平片未见明显异常,临床诊断

颈椎病,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其中,椎动脉扭曲的

一侧血管为椎动脉扭曲组 16 例,相应对侧正常血管

为对侧正常组 16 例,椎动脉走行异常组 11 例;别选

取 16 例椎动脉正常的病人作为对照组。
1. 2摇 仪器与方法摇 使用飞利浦 IE33 型、迈瑞及阿

洛卡 a5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选用 5 ~ 12 MHz
高频线阵探头,病人仰卧位,放松并适当垫高颈部,
先用常规二维超声扫查椎动脉的起始段(V1 段)、
椎间段(V2 段)、枕段(V3 段),观察二维图像上各

2451 J Bengbu Med Coll,November 2017,Vol. 42,No. 11



组血管的起源及走行,并测量每一段的管径,再用彩

色多普勒观察椎动脉血流状况及走行情况,测量 4
组的收缩期峰值流速(PSV)、阻力指数(RI)。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27 例病人中,16 例椎动脉扭曲,11 例椎动脉走

行变异,病人均有头痛或头晕的临床症状。 超声显

示:27 例双侧椎动脉起始段及管腔内径都正常,椎
动脉走行变异中 9 例左侧椎动脉内径正常,颈段延

长,其中 4 例是椎动脉颈段绕过第 5、6 横突孔,呈挥

鞭样进入第 4 横突孔。 3 例颈段绕过 4、5 横突孔,
呈挥鞭样进入第 3 ~ 4 横突孔,2 例颈段绕过 3、4 横

突孔,呈挥鞭样进入第 2 横突孔(见图 1)。 16 例椎

动脉扭曲的病例中,椎动脉呈“C冶或“S冶型走行,观
察彩色多普勒图像发现血管以扭曲动脉转折点为分

界,管腔内呈现红色及蓝色两种血流信号(见图 2)。

摇 摇 不同组间 PS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椎动脉扭曲组显著高于对侧正常组和对照组,椎动

脉走行异常组显著高于对照组,椎动脉扭曲病人对

侧正常组显著低于椎动脉走行异常组(P < 0. 01);
椎动脉扭曲组、对侧正常组和椎动脉走行异常组的

RI 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4 组病人 PSV 及 RI 参数比较(x 依 s)

分组 n PSV / (cm / s) RI

椎动脉扭曲组 16 66. 35 依 19. 79吟吟## 0. 66 依 0. 09吟

对侧正常组 16 46. 39 依 10. 38** 0. 66 依 0. 08吟

椎动脉走行异常组 11 67. 81 依 16. 35吟吟 0. 68 依 0. 09吟

对照组 16 44. 64 依 12. 73 0. 58 依 0. 09

F — 9. 85 3. 83

P — <0. 01 < 0. 05
MS组内 228. 997 0. 008

摇 摇 q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吟P <0. 05,吟吟P < 0. 01;与椎动脉走行异常组比

较**P <0. 01;与对侧正常组比较##P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椎动脉大部分起源于锁骨下动脉,主要供应大

脑后动脉主支配区及小脑部,供应颅内 20% ~ 30%
的血液[2]。 椎动脉走行异常是指椎动脉穿入横突

孔的位置点不同,从 C6 横突孔间隙以外的位置进

入横突孔的情况,常见于椎动脉从 C4 入到横突孔,
因为走行异常是先天性疾病,常无明显的体征和症

状,当颈内动脉系统存在病变影响前循环血流量时,
异常的椎动脉不能发挥其代偿功能才会引起椎 -基

底动脉缺血症状,如眩晕、黑蒙、复视等[3]。 椎动脉

走行扭曲多是由于血管的退行性变造成,也有由颈

椎的不稳定和发育异常引起的[4],表现为椎动脉在

某一节段或全程多处走行呈“S冶或“Z冶形扭曲;椎动

脉的过度扭曲出现管腔狭窄等改变时,最终导致椎

动脉血流量的下降,从而引起椎 - 基底动脉血供不

足而表现出眩晕、恶心等临床症状[5 - 6]。 这两种病

变具有典型的声像图特征,但是椎动脉走行变异及

扭曲病人如果症状轻微,且无明显狭窄表现时,评估

其病情发展,其血管管壁是否会形成斑块、管腔有无

狭窄的风险等,就要从形态学上包括测量管腔的内

径、斑块及血管的走行等入手,并考虑其血流动

力学。
PSV 是表示颈动脉收缩期最大流速,是频谱多

普勒超声评价血流动力学的重要指标之一[7];能间

接反映出血管腔内的一些形态学方面的病理改变,
如斑块引起的管腔狭窄。 研究[8] 表明,随着狭窄程

度的增加,由 0% 至 80% ,PSV 逐渐增高。 RI 可反

映出某一动脉横断面的顺应性及血流弹性阻力[9]。
本研究发现,椎动脉扭曲组的 PSV、RI 高于对侧正

常组及对照组,椎动脉走行异常组的 PSV、RI 高于

对照组;椎动脉扭曲及走行变异和正常组血流动力

学相比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因为椎动脉扭曲及走

行变异导致其行程较正常发生了改变,致使椎动脉

颈段明显延长,失去了椎体横突孔的有效保护,在两

侧前斜角肌、颈长肌等周围结构应力不平衡的情况

下,因为颈椎的应力不均而发生了移位旋转,导致颈

椎内外平衡失调,压迫或者刺激了椎动脉,导致椎动

脉供血不足,另外椎动脉扭曲,血管角度的变化发生

相应的血流动力学的变化[10]。 有动物实验[11] 发现

超声测量管腔内径、内中膜厚度,均未能显示出其与

病理内弹力膜围绕半径和最大内膜厚度百分比相一

致的变化特点;而测量收缩期峰值流速,则能够较灵

敏地反映出病理内弹力膜围绕半径的变化规律。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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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血管性高血压的研究[12]中发现肾段血管 RI 是增

高的,这与血管管壁增厚、肾小球退行性变或硬化性

改变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椎动脉扭曲及走行变

异的病人存在内膜增厚或者形成斑块造成管腔狭窄

的风险,但是可能处于早期的阶段,其椎基底动脉供

血不足的症状还不明显,RI 较正常组的升高也提示

我们要注意病人是否有高血压、血液的黏稠度、凝血

状况等这些影响外周阻力的因素,椎动脉扭曲组

PSV 也高于其对侧,但是 RI 并无明显差别,这也说

明了因为椎动脉扭曲的血管并未出现狭窄,且对侧

未出现明显的代偿性改变,所以 RI 并无明显的差

别。 这些信息可以为临床医生进行下一步治疗、预
防或者随访病人提供一定的参考信息,而不是单纯

的对症治疗,那样往往可能会耽误病情,给病人造成

严重的后果。
综上,超声检查可直观显示椎动脉管腔、管壁、

走行及起源位置,准确测量椎动脉管径;还能观察椎

动脉血流充盈情况及提供血流动力学分析数据,其
中 PSV 可预测病人存在内膜增厚或形成斑块的风

险,RI 可提示注意影响病人外周阻力的各种因素,
可早期为临床治疗及随诊提供相关依据。 但是对于

高血压、血液黏稠度、凝血等方面的参数与 PSV、RI
是否具有相关性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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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MDROs 医院感染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茁 SE 字2 P OR OR 95%CI

高血压 1. 015 0. 377 7. 239 < 0. 01 2. 761 1. 317 ~ 5. 784

使用呼吸机 0. 874 0. 434 4. 063 < 0. 05 2. 397 1. 024 ~ 5. 608

留置导尿管 1. 180 0. 437 7. 291 < 0. 01 3. 255 1. 382 ~ 7. 667

手术 1. 259 0. 436 8. 353 < 0. 01 3. 523 1. 500 ~ 8. 276

住院时间 1. 236 0. 416 8. 846 < 0. 01 3. 443 1. 524 ~ 7. 776

常量 -3. 294 0. 393 70. 306 < 0. 01 0. 037

性采取防控措施。 预防 MDROs 医院感染应从多方

面入手,有效治疗基础疾病,严格掌握留置导尿管、
动静脉插管及有创机械通气的适应证,尽量缩短住

院时间是关键。 此外还应加强导尿管相关感染、呼
吸机相关肺炎、手术切口相关感染等目标性监测,强

调多种干预方法的联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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