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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719000

探究 CT 脑灌注参数脑血容量(sCBV)、相对脑血流量(sCBF)、相对平均通过时间(sMTT)、相对

达峰时间(sTTP)对颈动脉狭窄患者术后疗效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榆林市第二医院

收治的 31 例颈动脉狭窄术后过度灌注综合征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未发生过度灌注综合征的 30 例患者作
为对照组。对过度灌注综合征形成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单因素分析存在明显差异的指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在高血压、高血脂、年龄分布、糖尿病合并情况、sCBV、sCBF、sMTT、sTTP 水平

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糖尿病、sCBF≥1.2 mm、
sCBV≥1.0 mm、sMTT≥1.3 cm/s、sTTP≥1.2 mL/m2 是影响颈动脉狭窄患者的脑过度灌注综合征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 素(P<0.05)。结 论

CT 脑灌注参数能潜在预测颈动脉狭窄患者术后疗效，高血压、糖尿病 、sCBF 、sCBV 、

sMTT 、
sTTP 是颈动脉狭窄患者发生脑过度灌注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素 。
【关键词】 脑灌注参数；
颈动脉狭窄；脑过度灌注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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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value of CT cerebral perfusion parameters cerebral blood volume,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
relative mean transit time, and relative time to peak on postoperative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carotid stenosis.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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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CT cerebral perfusion parameters cerebral blood vol-

ume (sCBV),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flow (sCBF), relative mean transit time (sMTT), and relative time to peak (sTTP)
on the postoperative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carotid stenosis. Methods

Thirty-one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hyper-

perfusion syndrome of carotid stenosis treated in Yulin Second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30 patients without hyperperfusion syndrom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factors of hyperperfusion syndrome were analyzed by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the indexes with significnat differences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ge distribution, diabetes mellitus, sCBV,
sCBF, sMTT, and sTT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ypertension, diabetes, sCBF≥1.2 mm, sCBV≥1.0 mm, sMTT≥1.3 cm/s, sTTP>1.2 mL/m2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erebral hyperperfusion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P<0.05). Conclusion

CT cerebral perfu-

sion parameters can potentially predict the postoperative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carotid stenosis. Hypertension, diabetes, sCBF, sCBV, sMTT, and sTTP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erebral hyperperfusion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carotid stenosis.
【Key words】 Cerebral perfusion parameters; Carotid stenosis; Cerebral hyperperfusion syndrom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目前，颈动脉发生狭窄已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主
要原因。既往研究发现，重度的颈动脉狭窄患者，即
使实施了有效的药物控制治疗，2 年内重新发生脑缺
血的概率也超过了 26% [1]；而超过 6 成的脑梗塞患者
发病原因是颈动脉出现狭窄所致，严重的脑梗塞会造
成患者出现残疾甚至发生死亡[2]。颈动脉内的膜剥脱
手术(CEA)是将增厚颈动脉内膜的粥样硬化斑块切
除，可以预防因患者的脱落斑块导致脑卒中，是临床

防治缺血性的脑血管病有效手段[3]。然而部分患者术
后可能会发生脑过度灌注综合征，影响患者预后。这
与原先的低灌注位置脑血流量明显上升超过了脑血
管自身调节能力有关。研究表明，CT 脑灌注参数能有
效评估患者手术前后脑血流情况，进而潜在提示术后
治疗效果 [4]。为此，本研究通过比较颈动脉狭窄患者
CT 脑灌注参数，探究患者术后过度灌注综合征发生的
高危因素，
以预测患者术后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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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榆林市第二医院收治的 31 例颈动脉狭窄术后
过度灌注综合征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 30 例未发
生过度灌注综合征的患者作为对照组。(1)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第八版内科学颈动脉狭窄的诊断标
准 [5]；入院前未进行相关治疗；入院前为长期服用扩
张脑血管的药物；未合并精神或者神经系统疾病者。
(2)排除标准：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病及严重的心、肾
等其他脏器疾病；合并脑梗病史者；其他心律失常；两
周内脑出血或有新鲜梗死灶；合并 CT 造影禁忌证；患
精神疾病无法正常交流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伦理批号：hz71399s2)，患者和家属均知情且
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包括年龄、性别饮酒、吸烟、糖尿病、高血脂合并情
况)、相对脑血容量(sCBV)、相对脑血流量(sCBF)、相对
平均通过时间(sMTT)和相对达峰时间(sTTP)。
1.3 检查方法 利用 256 层的螺旋 CT (购自飞
利浦公司)实施脑动脉造影。选择基底节相邻的 6 cm
层面，给予标准重建。扫描的参数：管电压和管电流
分别为 80 kV、150 mAs。对比剂为碘海醇，选取肘静
脉采用高压注射器按照 5.0 mL/s 的流率将 50 mL 对比
剂(碘含量为 350 mg/mL)注射，然后利用 50 mL 生理盐
水进行冲管；将全部术侧的灌注参数值一一和对侧相
对的参数值相比，获取相对的灌注参数(rMTT=术侧的
MTT/对侧的 MTT) [6]。将全部的灌注参数值一一和对
应脑干的灌注参数相比，获得相对的脑干灌注参数
(sMTT=术侧的 MTT/脑干的 MTT，sTTP=术侧额 TTP/
脑干的 TTP，sCBF=术侧 CBF/脑干 CBF，sCBV=术侧
CBV/脑干 CBV)。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均数 t 检验；计数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对颈动脉狭窄患者术后发生脑过
度灌注综合征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
影响因素进一步做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性别、
冠心病、吸烟、饮酒等因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的高血压、高血脂、年龄、糖尿病合
并情况及 sCBV、sCBF、sMTT、sTTP 参数比较，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颈动脉狭窄患者脑过度灌注综合征发生的
影响因素 将脑过度灌注综合征作为因变量，单因素
分析所筛选的相关危险因素作为自变量，赋值后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见表 2。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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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显示，高血压、糖尿病 、sCBF 、sCBV 、sMTT 、
sTTP 是颈动脉狭窄患者发生脑过度灌注综合征的独
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 3。1 例右侧颈内动脉起始
处重度狭窄患者的脑 CT 图像见图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临床指标

观察组(n=31) 对照组(n=30) χ2 值 P 值

男/女(例)

15/16

16/14

<60

6 (19)

12 (40)

60~70

9 (29)

10 (33)

71~75

0.15 >0.05
6.96 <0.05

年龄[例(%)，岁]

16 (52)

8 (27)

高血压(是/否，例)

19/12

10/20

4.78 <0.05

冠心病(是/否，例)

18/13

17/13

0.01 >0.05

吸烟(是/否，
例)

16/15

13/17

0.43 >0.05

饮酒(是/否，
例)

21/10

15/15

1.98 >0.05

糖尿病(是/否，例)

21/10

13/17

4.73 <0.05

高血脂(是/否，例)

19/12

12/18

4.78 <0.05

18 (58)

11 (37)

13 (42)

19 (63)

≥1.2

22 (71)

12 (40)

<1.2

9 (29)

18 (60)

<1.30

17 (55)

6 (20)

≥1.30

14 (45)

24 (80)

sCBV [mL/100 g，
例(%)]

4.87 <0.05

<1.0
≥1.0
sCBF [mL·100 g ·min ，
例(%)]
-1

5.93 <0.05

-1

sMTT [s，
例(%)]

7.88 <0.05

sTTP [s，
例(%)]

10.31 <0.05

<1.2

21 (68)

8 (27)

≥1.2

10 (32)

22 (73)

表2

颈动脉狭窄患者脑过度灌注综合征危险因素赋值

指标

变量名

赋值

脑过度灌注综合征

Y

否=0，
是=1

性别

X1

否=0，
是=1

年龄

X2

<60 岁=0，60~70 岁=1，
71~75 岁=2

吸烟

X3

否=0，
是=1

饮酒

X4

否=0，
是=1

高血压

X5

否=0，
是=1

糖尿病

X6

否=0，
是=1

冠心病

X7

否=0，
是=1

高血脂

X8

否=0，
是=1

sCBV (mm)

X9

≥1=0，
<1=1

sCBF (mm)

X10

<1.2=0，
≥1.2=1

sMTT (cm/s)

X11

≥1.30=0，<1.30=1

sTTP (mL/m2)

X12

≥1.2=0，
<1.2=1

表3 颈动脉狭窄患者脑过度灌注综合征发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95%CI

指标

B

SE

Wald

P值

OR

高血压

0.412

0.201

4.201

0.040

1.510

1.018

2.239

糖尿病

0.435

0.192

5.133

0.023

1.545

1.060

2.251

高血脂

0.415

0.259

2.567

0.109

1.514

0.912

2.516

sCBV (mm)

-0.442

0.225

3.859

0.049

0.643

0.414

0.999

sCBF (mm)

0.438

0.201

4.748

0.029

1.550

1.045

2.298

sMTT (cm/s)

-0.539

0.242

4.961

0.026

0.583

0.363

0.937

sTTP (mL/m2)

-0.527

0.242

4.742

0.029

0.590

0.367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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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男，
55 岁，
右侧颈内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的脑 CT 图像

注：A，CTA 术前右侧颈内动脉起始处可见管腔重度狭窄；
B，基于 ASL 生成的 CBF 图显示左侧大脑中动脉供血区低灌注；C，术后基于 CTP 的 CBF
图显示相应区域灌注较前明显改善。

3 讨论
目前，颈动脉血管检测的影像学手段主要包括经
颅 彩 色 多 普 勒 、颈 动 脉 超 声 、数 字 减 影 血 管 造 影
(DSA)和 CT 血管成像(CTA) [7-9]。与 DSA 对比，CT 血
管成像具有相似的诊断准确度，且经济成本更低，临
床应用更加普遍 [10]。绝对灌注参数易受主体间变异
和生理参数等的影响，因此，对手术前后 CTP 参数进
行对比研究时，不同时期心率、血压等多种因素可能
导致整体脑灌注基础值发生变化，不能反映真正的
脑灌注变化情况。因此，本研究借助 CT 血管成像对
患者脑灌注参数进行研究，探究颈动脉狭窄患者术
后过度灌注综合征发生的高危因素，以预测患者术
后疗效。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高血压、糖尿病、
sCBF、sCBV、sMTT、sTTP 是颈动脉狭窄患者脑过度
灌注综合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高血压是
颈动脉狭窄患者常见合并症，血压升高增加了患者
手术前后血管流量及压力，导致原本较狭窄的动脉在
术后更容易失去弹性，进而引起术后过度灌注等问
题 [11]。糖尿病患者存在血糖代谢紊乱，微血管及相关
动脉发生损伤的风险升高，既往证据指出 [12]，糖尿病
患者动脉粥样硬化发生风险显著高于非糖尿病患者，
提示患者术后脑血管内膜损伤风险的增加。sCBF 是
反映患者术侧相对于健侧脑血流量的重要指标，颈动
脉内膜剥脱术后患侧脑血流量增加，超过脑血管本身
承受范围后，容易出现脑过度灌注综合征。研究发
现，sCBF 的异常升高，提示颈动脉狭窄患者术后脑血
管灌注显著改善[13]。sCBV 是指脑血管床中所含血液
的总量，研究发现脑血管床血容量的增加，可有效缓
冲血流量的变化，减少患者手术前后血流量变化引
起的过度灌注症状 [14]。sMTT 和 sTTP 是造影剂通过
时间的客观评价参数，多用于造影剂在脑血管流动
及分布时间的评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DAS 等[13]认

为颈动脉狭窄时血流缓慢导致 TTP 延长。sMTT 和
sTTP 的降低提示患者脑血管血流速度较健侧显著升
高，潜在提示患者术后脑血管自我调节能力暂时缺
失。本研究结果显示，
高血压、
糖尿病、
sCBF≥1.2 mm、
sCBV≥1.0 mm、sMTT≥1.3 cm/s、sTTP≥1.2 mL/m2 的
颈动脉狭窄患者更容易发生脑过度灌注综合征，与上
述研究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CT 脑灌注参数能潜在预测颈动脉狭窄
患者术后疗效，高血压、糖尿病 、sCBF、sCBV、sMTT 、
sTTP 是颈动脉狭窄患者发生脑过度灌注综合征的独
立危险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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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系统超声检查对染色体异常的筛查价值
郭永平 1，杨亚莉 1，马颖 1，蒋晓颖 1，
苟永贤 2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1、功能科 2，陕西 宝鸡 721000
【摘要】 目的 探究产前系统超声检查对胎儿染色体异常的筛查价值。方法 选择 2016 年 2 月至 2019年 10月
于宝鸡市妇幼保健院进行系统超声检查的 8 563 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
记录胎儿结构畸形、
超声软指标异常情况，
分
析超声对胎儿畸形的诊断价值及结构畸形、
超声软指标异常对染色体异常的筛查价值。结果 以最终随访结果作为
金标准，
8 563 例孕妇产前超声共诊断胎儿结构畸形 89 例，
检出率为 10.39‰，
漏诊 12例，
漏诊率为 1.40‰；
超声诊断胎
儿畸形中，
心血管系统畸形最多(28.09%)，其次为中枢神经系统(19.10%)、颜面部(17.98%)；
共 634 例胎儿接受遗传学
检查，
其中 38 例(5.99%)存在染色体异常，
包括染色体数目异常 30 例，
染色体结构异常 8 例；
207 例超声结构及软指标
异常胎儿共检出染色体异常 25 例，
超声异常筛查染色体异常的符合度为 12.08%，
单发结构畸形、
多发结构畸形、
单发
超声软指标异常、
多发软指标异常诊断染色体异常的符合度分别为 8.89%、
22.73%、
5.88%、
18.18%。结论 产前系统
性超声检查对胎儿结构畸形的检出率较高，
胎儿结构畸形、
超声软指标异常可用于筛查染色体异常胎儿。
【关键词】 产前超声；
胎儿畸形；染色体异常；
超声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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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prenatal systematic ultrasonography in screening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GUO Yong-ping 1, YANG
Ya-li 1, MA Ying 1, JIANG Xiao-ying 1, GOU Yong-xian 2.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1, Functional Department 2, Baoji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Baoji 721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prenatal systematic ultrasonography in screening chromo-

some abnormalities. Methods A total of 8 563 pregnant women who received systematic ultrasonography in Baoji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6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 Fet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and ultrasonographic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were recorde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ultrasonography in fetal abnormalities, and the screening value of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and ultrasonographic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in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With follow-up results as the golden standard, 89 cases of fet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were diagnosed by prenatal ultrasonography,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10.39‰. Twelve cases were missed diagnosed,
with a rate of 1.40‰. In fetal malformations diagnosed by ultrasonography, cardiovascular system malformations were
the most (28.09%),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alformations (19.10%) and facial malformations (17.98%).
A total of 634 fetuses underwent genetic testing, and 38 (5.99%) had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including 30 cases of
abnormal chromosome number and 8 cases of abnormal chromosome structure. A total of 25 cases of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were detected in the 207 fetuses with structural and ultrasonographic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The accordance
rate of ultrasonographic abnormalities in screening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was 12.08%. The accordance rates of single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multiple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single ultrasonographic soft marker abnormalities, and
multiple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in the diagnosis of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were 8.89% , 22.73% , 5.88% , and
18.18% ,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

Prenatal systematic ultrasonography has a higher detection rate for fet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Fetal structural and ultrasonographic soft index abnormalities can be used to screen fetuses with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Key words】 Prenatal ultrasonography; Fetal malformation; Chromosome abnormality; Ultrasonographic sof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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