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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患者脑灌注值与 CISS 亚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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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过分析脑梗死患者脑灌注值，探讨脑灌注水平与中国缺血性卒中( CISS) 亚型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指

导临床治疗，减少脑卒中进展。方法 连续选取 6 ～ 72h 内急性期脑梗死患者 45 例，入组患者 40 例，根据 CISS 分型标准分为穿支

动脉疾病( PAD) 组( n = 10) 、载体动脉阻塞穿支( CAP) 组( n = 18) 、低灌注 /栓子清除能力下降( LPEＲA) 组( n = 12) 。测量 40 例入

组患者两侧脑灌注值，分析与 CISS 亚型之间的关系。结果 剔除其它各分型因资料不全 5 例患者，配对资料 t 检验分析脑两侧脑

灌注值。40 例入组患者两侧脑灌注值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LPEＲA 组、CAP 组两侧脑灌注值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且 LP-

EＲA 组两侧脑灌注差值［( 19． 02 ± 13． 58) ml·100g －1·min －1］大于 CAP 组［( 5． 69 ± 8． 68) ml·100g －1·min －1 ］; PAD 组两侧灌注

值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急性脑梗死患者两侧脑血量存在差异，低灌注 /栓子清除能力下降组两侧灌注值差别较大，其

次为载体动脉阻塞穿支，穿支动脉疾病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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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erebral perfusion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to ex-
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ebral perfusion and ischemic stroke( CISS) subtypes in China，to guide clinical treat-
ment better，and to reduce the stroke progress． Methods Forty-five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were selected from 6 to 72h，and 40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group，according to the subtype of CISS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for perforator artery disease group( n = 10) ，carrier artery occlusion perforator group( n = 18) and low perfusion /
ability to remove emboli dropped group( n = 12) ． To measure the cerebral perfusion values of the 40 patients with CISS，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types of CISS． Ｒesults Paired t-test molecul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brain cerebral perfusion value，40 cases in the group of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cerebral perfusion values were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 LPEＲA group，group of cap on both sides of the perfusion valu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and LPEＲA groups［( 19． 02 ± 13． 58) ml·100g －1·min －1］on both sides of the brain perfusion difference
was greater than CAP group［( 5． 69 ± 8． 68) ml·100g －1·min －1］; PAD groups on both sides of the perfusion values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P ＞ 0． 05) ．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re different on both
sides of the brain volume，hypoperfusion / impaired clearance of emboli groups on both sides of perfusion values vary
greatly，followed by the carrier artery perforator，perforating artery occlusion without significance．

［KEY WOＲDS］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erfusion imaging; CISS subtypes; Cerebral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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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value

脑梗死患者因血液循环障碍，脑组织缺血、缺氧导致供血

区缺血坏死。据 2008 年我国卫生部死亡原因调查显示，脑卒中

居第 1 位。由于神经元坏死不可再生，缺血性脑卒中为单病种

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其高致残率、高致死率、高复发率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CISS 亚型是王拥军、高山等在其它急性脑

卒中分型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制定。既往大多研究集中在

CISS 亚型与其它分型( 如 TOAST 分型) 相比较的优点。脑血流

量的减少是脑梗死发生最主要的病因，考虑可将 ASL 测定的脑

灌注量与 CISS 相结合，探究 CISS 亚型灌注的特点，提高各亚型

的诊断率，为临床治疗、辅助用药提供依据。磁共振动脉自旋

标记( ASL) 灌注成像技术对脑灌注定量测量，根据两侧脑血流

量的对比对脑缺血缺氧部位进行评估，提高脑卒中的早期诊断

率，为治疗提供依据。动脉自旋标记技术不需外源性造影剂，

安全无创、方便，病人易于接受。

1 资料与方法

1． 1 病例选择 选择 2015 年 1 月 ～ 2016 年 1 月在我院治疗的

脑梗塞急性期患者( MＲI-DWI 序列显示为高信号) 40 例( 男 27

例，女 13 例) ，年龄 49 ～ 90 岁，平均 66． 95 岁，发病时间 6 ～ 72h。

入组标准: 符合全国第 4 次脑血管病会议《脑血管疾病分类

( 1995) 》脑梗死的诊断标准且临床确诊为脑梗塞患者。结合病

史、颅脑 MＲI、MＲA、心脏彩超、颈部血管超声及相关辅助检查

根据 CISS 亚型标准对入组患者进行分型，其中 PAD( penetrating

artery disease) 组 10 例、CAP ( carrier artery perforator) 组 18 例、

LPEＲA( lower perfusion embolus removal ability) 组 12 例。

1． 2 仪器与方法 急性脑梗死患者行 MＲI 常规序列 ( 包括

T1WI、T2WI、T1flair、T2flair、DWI 序列、ASL 序列) 扫描。MＲ 检

查使用美国 GE 公司生产的 Sigha HDxt3． 0T 超导磁共振成像

仪，头像控阵线圈，扫描序列 DWI( TＲ4800ms /TE93ms) ，扫描层

面自头颅底至颅顶，20 层，层厚 5． 0mm，间 隔 1． 0mm。矩 阵

320mm × 256mm，FOV240mm，信 号 采 集 平 均 次 数 1 次。3D-

pcASL( TＲ4580ms /TE9． 8ms /T11525ms) ，层厚 4． 0mm，层间隔

0，NEX = 4，矩阵 512mm × 8mm。应用设备自带 ASL 软件分析

包测量感兴趣区( ＲOI) ASL 图脑血流( CBF) 值。两位有 30 年

以上神经影像诊断经验的 MＲI 诊断主任医师同时对 ASL 图像

进行分析并测其 CBF 值。感兴趣区( ＲOI) 选取方法: 低灌注栓

子清除能力下降组抠去 DWI 阳性部位，测量责任血管供应区域

及对侧相应区域; 其它分组抠去 DWI 阳性部位测其周边 1． 5 ～

2． 5cm 范围。

1． 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7． 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

理。采用 Kolmogorov-Smirnov 统计学方法对 40 例研究对象及各

分组进行正态性检验; 以均数 ± 标准差( x ± s) 表示病例健侧、

患侧大脑血流量情况; 研究对象患侧与健侧大脑血流量采用配

对资料 t 检验; 各分组之间采用多个相关样本均数比较，当有意

义时选用 S-N-K 检验做两两比较，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40 例 研 究 对 象 及 各 组 研 究 对 象 Z 值 均 ＞ Kolmogorov-

Smirnov Z 值，均 ＞ 0． 05，即各组数据为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

布。40 例研究对象、12 例低灌注栓子清除能力下降、18 例载体

动脉阻塞穿支健侧与患侧脑血流量有统计学意义 ( t = 3． 64，P

＜0． 05; t = 4． 85，P ＜ 0． 05; t = 2． 78，P ＜ 0． 05) ，两侧脑血流量存

在差异。10 例穿支动脉闭塞 ( t = 1． 58，P = 0． 15 ) 无统计学意

义，此组患侧与健侧大脑血流量无区别。各分组之间的脑血流

量没有统计学意义( F = 0． 925，P ＞ 0． 05) 。具体数值见表 1。

表 1 40 例研究对象及各分组患侧及健侧脑血量( ml·100g －1

·min －1，x ± s)

分组 n 患侧脑灌注值 健侧脑灌注值

LPEＲA 12 20． 74 ± 6． 89 39． 76 ± 12． 71
CAP 18 31． 75 ± 13． 59 37． 45 ± 14． 17
PAD 10 30． 82 ± 7． 81 34． 48 ± 9． 76

3 讨论

现阶段脑灌注成像有两种方式: 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 dy-

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enhanced，DSC) 灌注成像、动脉自旋

标记灌注成像 ( 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 。前者需要造影剂、

操作时间长，对造影剂过敏患者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肾脏疾病

患者不能进行此操作; 后者不需要造影剂、操作时间短、可重复

性强、可与弥散灌注加权像 ( DWI) 序列相融合，不仅评估缺血

半暗带而且可以定量测定缺血部位、缺血部位周边及相应供血

动脉区域。与 DSC 相比，ASL 通过标记内源性水分子获得脑血

流量不受血脑屏障的限制，能够准确反映脑血流量［1］。

本研究通过收集、分析脑梗塞患者健侧与患侧大脑血流

量，探究急性脑梗塞患者大脑血流量的规律，寻找急性脑梗塞

时脑血流量变化规律，弥补 DWI 不能提供脑灌注的不足，为临

床预防诊断治疗提供依据。40 例研究对象患侧［( 30． 80 ± 12．

84) ml·100g －1·min －1 与健侧［( 37． 43 ± 12． 50 ) ml·100g －1·

min －1］大脑血流量存在统计学意义( t = 3． 64，P ＜ 0． 05) 。入院

患者脑血流量≤( 30． 80 ± 12． 84) ml·100g －1·min －1时，有发生

急性梗塞危险，应结合患者自身情况将血压控制在合理范围

内，输液治疗增加血流量，维持脑灌注压，防止脑梗塞进展。脑

血流量由脑灌注压和脑血管阻力比值决定。脑灌注压等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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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动脉压与颅内压差值，在生理情况下，颅内压较小可忽略不

计，因此脑灌注压可以近似等于平均动脉压。不同程度的血压

通过影响脑灌注压，从而起到调节脑血流量的作用，可见梗塞

时高血压是一种保护机制。但有研究表明急性期血压升高可

增加颅内水肿的程度，增加患者的死亡率; 且入院后血压升高

的程度不利于神经功能的恢复与患者早期及后期卒中进展或

复发相关［2 ～ 5］。患侧脑血流量 ＞ ( 30． 80 ± 12． 84) ml·100g －1·

min －1时，血压超过 200 /100mmHg 在急性脑卒中第 1 天是否可

以降低患者血压，尚待进一步研究。此外，40 例研究对象中 4

例患侧大于健侧的脑血流量值。可能由于此 4 例患者侧枝循

环发挥了作用或其它原因血管再通导致血流量增高。但 Yu

等［6］研究表明: 梗塞后高灌注与梗塞后出血性转化密切相关。

出血性转化可加重脑卒中病情。因此，当出现高灌注时，应密

切关注血压，防止因血压升高导致高灌注出现出血性转化。分

组中低灌注栓子清除能力下降、载体动脉阻塞穿支健侧与患侧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此结论与 CISS 病因分型相吻合。

大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血管严重狭窄，影响脑组织血液供应，存

在微栓子时血流量不足以起到冲刷作用，在两者基础上导致血

流动力学改变，ASL 灌注图显示两侧灌注对称。入组对象 10 例

穿支动脉闭塞，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在各分组中，采用 q

检验统计各组之间的脑血流灌注值( P ＞ 0． 05 ) ，脑血流量没有

差异，脑缺血程度一致( P ＜ 0． 05) 。

正常脑组织的血流量 55ml·100g －1·min －1，当 CBF ＜ 30

～ 35ml·100g －1·min －1，会发生缺血; 下降至 ＜ 20ml·100g －1

·min －1时，会发生梗死; ＜ 15ml·100g －1·min －1 时，会发生大

面积梗 死。此 研 究 患 侧 脑 灌 注 平 均 值 30． 80ml·100g －1·

min －1，与之较符合。穿支动脉为终末动脉，大脑深部白质为其

主要供应区域，其闭塞后难与大脑前后动脉建立侧支循环，几

乎无代偿; 高血压是脑梗塞患者的危险因素，长期高血压可导

致小动脉管壁增厚，微小动脉硬化、透明变性及纤维素样坏死，

可见高血压也可影响小动脉血管壁的结构，导致动脉粥样硬化

或者玻璃样变。以上因素导致患侧脑血流量下降在 ASL 灌注

图中显示。本研究 18 例载体动脉阻塞穿支两侧脑血流量有统

计学意义。10 例穿支动脉闭塞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研究对象

不足有关，也可能因为此类型其载体动脉无病变与载体动脉阻

塞穿支口相比血管基础较好，当穿支动脉闭塞后，相应血流变

化较少。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中心环节是脂质氧化、沉

积。血浆中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ox-LDL) 起重要作用导致机体

内源性抗动脉粥样硬化机制降低［7，8］。由于内源性抗动脉粥样

硬化机制降低脂质成分更容易透过血管内皮细胞而沉积在内

膜下，血管内皮完整性及稳定性遭到破坏［9，10］，大量脂质、泡沫

细胞、胆固醇颗粒及坏死物质沉积等造成血栓形成，血栓形成

渐进性进展，血管管腔逐渐变窄甚至闭塞，侧枝循环血液不足

以供应相应部位脑组织，脑血流量下降，出现相应的症状体征。

低灌注栓子清除能力下降导致的梗塞多在大血管闭塞基础上

形成，血栓破裂或栓子脱落进入脑循环，血流量不足不能对栓

子起到冲刷作用，阻塞相应血管导致脑梗死。ASL 灌注图示在

血管供应区，颜色变浅，两侧灌注值差别较大［( 19． 02 ± 13． 58)

ml·100g －1·min －1］，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以 CISS 分型中脑梗塞患者脑血流量差值存在差

异，低灌注 /栓子清除能力下降组，两侧差值较大，应积极进行

补液增加灌注量。ASL 序列操作简便、安全，不需要造影剂，可

早期显示脑梗塞血流灌注情况，在脑梗塞的预防、诊断、治疗、

预后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对脑梗塞缺血机制研究的深入，

ASL 灌注成像技术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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