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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型大脑后动脉与基底动脉形态及其缺血事件之间的关系

李东旭1,赵摇 娜1,温摇 杰2,赵摇 娟3

[摘要]目的:应用磁共振动脉成像(MRA)技术探讨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的存在与基底动脉形态及基底动脉缺血事件发生概率

的关系。 方法:随机选择行 MRA 检查的脑血管病病人 148 例。 其中有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病人 48 例,无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病

人 100 例。 观察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的开放情况,测量基底动脉上、中、下三段处的内径,及后循环缺血事件发生情况,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有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组基底动脉上、中、下三段血管内径均小于无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组(P < 0. 01)。 后循环缺

血事件患病组基底动脉上、中、下三段血管内径均小于不患病组(P < 0. 05)。 结论:胚胎型大脑后动脉存在的情况下,基底动

脉内径较小且缺血事件发生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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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bryonic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and basilar artery morphology and its ischemic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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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bryonic cerebral artery,and morphology of basilar artery and
probability of basilar artery ischemic events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ethods: A total of 148 patients with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diagnosed by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examination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re were 48 patients with
embryonic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and 100 patients without embryonic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The openness of the embryonic cerebral
artery was observed. The inner diameters of the upper,middle and lower basal artery,and occurrence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c
events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Results:The diameters of the upper,middle and lower basilar artery in embryonic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group were smaller than those in non鄄embryonic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group(P < 0. 01). In the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c
event,the diameters of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basilar artery were smaller than those in non鄄disease group ( P < 0. 05 ).
Conclusions:Under the presence of the embryonic cerebral artery,the inner diameter of basilar artery is smaller,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ischemic event increases.
[Key words] embryonic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basilar artery ischemic event;magnetic 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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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双 侧 后 交 通 动 脉 ( 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PCoA)管径粗细不一[1],其中粗者与大脑后

动脉相当甚至略粗,看上去宛如PCoA延续为大脑

后动脉,称之为胚胎型大脑后动脉,被认为是颈内动

脉系血管变异中发生率最高的类型[2]。 存在胚胎

型大脑后循环病人由于颅底动脉缺少潜在的侧支循

环途径,因此大脑前后部发生缺血损伤的概率较大,
增加了脑卒中发生的概率[3 - 4]。 本文应用磁共振动

脉成像(MRA)技术探讨有无胚胎型大脑后动脉与

基底动脉管径及其缺血事件发生概率的关系,为预

防和治疗病人缺血性脑卒中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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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病例来自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 月在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就诊并

行 MRA 检查的脑血管病病人 148 例,其中有胚胎型

大脑后动脉病人 48 例,男 20 例,女 28 例,年龄

(61. 3 依 13. 4) 岁;无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病人 100
例,男 53 例,女 47 例,年龄(57. 5 依 12. 4)岁。 2 组

病人一般资料比较具有可比性。
1. 2摇 MRI 检查 摇 采用 SIEMENS Avanto 1. 5T 高场

强 MR 扫描仪,标准头部 8 通道线圈。 摆正受试者

体位,以前后连合连线为轴位图像扫描基线。 扫描

范围包括脑前后 循 环 的 颅 内 段, 采 用 3D鄄TOF
(3 dimensional鄄time of flight)法,常规横断面、矢状

面、T1WI、T2WI 扫描 TR 32 ms,TE 3. 85 ms,层厚

0. 8 mm。 MRI 包括 TSE T2WI、 SE T1WI、 FLAIR
T2WI 及 DWI 序 列。 扫 描 参 数, FSE T2WI: TR
3 510 ms,TE 96 ms,激励次数为 1,层厚 5. 0 mm,间
隔 2. 0 mm; SE T1WI:TR 450 ms,TE 9. 9 ms,激励

次数为 1,层厚 5. 0 mm,间隔 2. 0 mm; DWI: TR

3 400 ms,TE 93 ms,激励次数为 1,层厚 5. 0 mm,间
隔 2. 0 mm;轴位 FLAIR T2WI: TR 8 500 ms, TE
130 ms,TI 2 500 ms,激励次数为 2,层厚 5. 0 mm,间
隔 2. 0 mm。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根据 PCoA 变异情况,可分为

6 个等级,玉型:双侧 PCoA 管径基本一致;域型:单
侧 PCoA 管径粗于另一侧;芋型:单侧 PCoA 管径粗

于另一侧,并延续为同侧的大脑后动脉;郁型:双侧

PCoA 均各自延续为同侧的大脑后动脉;吁型:单侧

PCoA 缺失;遇型:双侧 PCoA 均缺失(见图 1)。 (2)
基底动脉血管内径[5]:使用 EPSON PERFEC鄄TIO
NI660 PHOTO 扫描仪对 T1、T2 加权像在基底动脉

中段的横截面由留空效应形成的无信号圆形黑影放

大 20 倍,动脉黑影每旋转 60毅测量 1 次直径,测量 3
次取平均值;若黑影呈椭圆形则取最小径为动脉内

径。 (3)后循环缺血事件:英国牛津郡社区脑卒中

项目(OCSP)的 Bamford 分型明确为后循环供血区

缺损症状,经 MRI 证实基底动脉狭窄、闭塞、纤细、
弯曲,血流速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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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PCoA 变异分型情况摇 本研究 148 例病例中玉
型 4 例、域型 5 例、吁型 14 例、遇型 77 例,共 100
例,为无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组;芋型 38 例、郁 型 10

例,共 48 例,为有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组。
2. 2摇 胚胎型大脑后动脉与基底动脉血管内径关系

摇 有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组基底动脉上、中、下三段血

管内径均小于无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组(P < 0. 01)
(见表 1),即有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的基底动脉内径

较无胚胎型大脑后动脉更加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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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摇 后循环缺血事件与基底动脉血管内径的关系

摇 后循环缺血事件患病组基底动脉上、中、下三段血

管内径均小于不患病组(P < 0. 05) (见表 2),即基

底动脉血管纤细增加了后循环缺血事件事件的发病

概率。

表 1摇 2 组病人基底动脉血管内径比较(x 依 s;cm)

胚胎型

大脑后动脉
n 上段管径 中段管径 下段管径

有 48 0. 191 依 0. 050 0. 208 依 0. 055 0. 236 依 0. 061

无 100摇 0. 228 依 0. 047 0. 245 依 0. 057 0. 278 依 0. 061

t — 4. 31 3. 86 3. 89

P — <0. 01 < 0. 01 < 0. 01

摇 表 2摇 后循环缺血事件与基底动脉血管内径相关性分析

(x 依 s;cm)

后循环

缺血事件
n 上段管径 中段管径 下段管径

患病 11 0. 206 依 0. 045 0. 219 依 0. 051 0. 252 依 0. 053

不患病 37 0. 223 依 0. 044 0. 240 依 0. 056 0. 274 依 0. 063

t — 2. 14 2. 31 2. 14

P — <0. 05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脑血管的基本构型在胚胎发育 28 ~ 40 d 形成。
从胚胎发生角度来看,大脑后动脉源于 PCoA。 但从

血流分布角度看,发育完好的大脑后动脉的血液来

源于基底动脉。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病人一侧

颈内动脉闭塞时,较粗的 PCoA 可能会起代偿保护

作用,防止发生血管梗死。 相反,同侧 PCoA 较细会

增加这些病人发生脑卒中的风险[6]。 本研究利用

MRA 对 148 例脑血管病病人的血管结构异常进行

分析,证实了一侧或双侧胚胎型大脑后动脉存在的

情况下,基底动脉管径较为纤细,而基底动脉血管纤

细增加了后循环缺血事件的发病率。 可见有胚胎型

大脑后动脉的情况下基底动脉缺血事件患病率明显

增高,这与以往对胚胎大脑后动脉的认识不符。 分

析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当一

侧或双侧 PCoA 增粗并延续为胚胎型大脑后动脉

时,由于颈内动脉不但供应同侧的大脑前动脉、大脑

中动脉,还要供应同侧的大脑后动脉,所以同侧颈内

动脉血流量增加,而基底动脉血流量则减低[7]。
HONG 等[8]的研究也证明双侧胚胎型大脑后动脉会

导致后循环脑血流量降低。 (2)长期低血流量的基

底动脉会渐渐变得纤细,进而基底动脉小的分支可

能减少或闭塞。 亦有文献[9] 报道,胚胎型大脑后动

脉的病人,基底动脉变得纤细。 (3)从生物血流动

力学分析:当一侧或双侧胚胎型大脑后动脉存在时,
前后循环血流发生了重新分配,颈内动脉系统的血

流量增多,而血流量降低使得纤细的基底动脉清除

栓子的能力下降[10 - 11],进一步增高了缺血事件的发

生率。
近年来脑血管病病因的研究较多,但脑血管本

身形态对颅内血流的影响,以及这种生物流体力学

改变在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较少报

道。 认识并逐渐重视脑血管本身形态变异及生物流

体力学变化与脑血管病发生、发展之间关系,对于临

床脑血管病防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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