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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 ASL) 技术是一种新兴的磁共振影像技术，可通过标记内源性示踪剂进行磁共

振灌注成像，不需要造影剂，安全无害，能准确反映脑组织的灌注情况。近年来，ASL 在缺血性脑血管病、血管性痴

呆、烟雾病、脑动静脉畸形、脑肿瘤等诊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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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自旋标记灌注成像( ASL) 是通过标记内源

性示踪剂的磁共振灌注成像方法，与 CT 灌注成像、
磁敏感灌注成像( DSC-PWI) 相比，ASL 不需要造影

剂，安全无害，能准确反映大脑灌注量。因 ASL 以

内源性水分子为示踪剂，无过敏反应、无辐射、无肾

毒性损害，其适应范围较广。本文对近年来 ASL 在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诊断中的应用情况进行综述。
1 ASL 基本原理

ASL 在灌注成像过程中使用特殊的射频脉冲技

术标记动脉血水分子，在兴趣区的血流上游层面

( 标记层) 对流入血进行标记，待被标记的血流进入

兴趣区血管后再进行磁共振图像采集，通过对标记

前后的兴趣区图像进行减影，即可获得兴趣区的血

管影像。如果被标记的血流进入组织并与组织中的

水进行交换，组织的 T1 值会发生变化，因此将标记

前后兴趣区组织的 T1 信号相减即可获得兴趣区脑

血流量( CBF) 的灌注信息，从而评估血管灌注情况，

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因 ASL 通过标记内源性水质

子，其测定的脑血流量不受血脑屏障的影响，因此能

够更加准确地反映脑血流量。此外，ASL 不需要造

影剂，不受造影剂代谢时间限制，可根据病情重复扫

描，扫描过程简单、方便、安全。
ASL 成像序列包括连续动脉自旋标记( CASL) 、

脉冲动脉自旋标记 ( pASL) 、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

( pCASL) 、流速选择动脉自旋标记( VS-ASL) 、血管

编码动脉自旋标记( VEASL) 等。CASL 利用长时间

连续射频脉冲对动脉血内水分子进行标记，信噪比

高于 pASL，但进行扫描时需要专用线圈，易受设备

的限制，临床应用较少。pASL 则使用多个短脉冲对

动脉血水分子进行标记，不受磁共振设备限制，但受

检者的能量吸收效率低且磁化转移效应可导致信噪

比低，临床应用也较少［1］。pCASL 通过切换梯度

场、组合多个短脉冲，减轻了磁化转移效应，摒弃了

CASL、pASL 两者的缺点，临床应用较广泛［2］。后两

种是近年来新兴的 ASL 成像技术，VSASL 只对特定

的慢速血流流速进行标记，易受静脉、脑脊液等其他

流体的干扰，信噪比低［3］。VEASL 在 ASL 成像原理

的基础上施加横向梯度场进行编码，实现对流速和

空间选择的不同标记，不仅可以显示单一血管的远

端分支或灌注影像，而且可以同时显示多支血管的

血流灌注情况。研究表明，pCASL 与 VEASL 结合可

显示深穿支小血管［4］。
2 ASL 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2． 1 ASL 在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应用 缺血性脑血

管病由于组织有效血容量不足，使相应血管供应的

脑组织区域损伤，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体征。脑组

织血流中断超过 2 min 时脑电活动即停止，超过 5
min 时则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在脑组织损伤早期行

常规颅脑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 MＲI-DWI) 序列扫

描时，不能显示相应的脑缺血病灶，且脑梗死患者行

DWI 扫描存在约 30%的假阴性率，因此需要有效的

辅助检查方法弥补其不足，以提高早期诊断率。徐

敏等［5］研究发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患者行

ASL 扫描可以在 DWI 显示病灶之前显示责任病灶

的低灌注表现，表明 ASL 对 TIA 的早期诊断价值优

于 DWI; 如 DWI 扫描结合 ASL，则可以确定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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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缺血半暗带的范围，从而为确定缺血半暗带提

供一种安全、无创的检查方法。此外，国外学者同样

认为，ASL 技术可以与 DWI 结合，进而确定灌注失

匹配情况［6 ～ 8］，从而为早期确诊急性缺血性脑血管

病提供依据。张永霞等［9］分别用 ASL、DSC-PWI 研

究 32 例缺血性脑梗死患者梗塞部位脑灌注的情况，

发现 ASL 显示 28 例脑梗死患者灌注异常，DSC-PWI
各参考指标中显示 PWI-CBF、PWI-CBV、PWI-MTT
及 PWI-TTP 灌注异常者分别为 18、18、19 和 21 例，

表明 ASL 在临床应用中能够较真实可靠地反映缺

血性脑梗死的低灌注状态。此外，ASL 作为筛查大

脑血流量异常的一种手段，可使处于亚健康的人群

最大程度受益。
ASL 血流灌注图是由磁共振仪器自带的软件对

ASL 原始图像进行加工处理得到，在灌注图上可以

根据颜色的深浅判断脑组织供血情况。另外，在

ASL 原始图像上可以根据明亮血管征像，判断有无

血管闭塞或狭窄。当血管闭塞或狭窄时，在 ASL 原

始图像闭塞或狭窄血管的走形区呈高信号，呈圆形、
斑点状或条索状的明亮血管征。Tada 等［10］以 34 例

大脑中动脉闭塞患者为研究对象，发现 ASL 明亮血

管征显示血管闭塞敏感度、特异度比 MＲI-T2WI 序

列上的大脑中动脉走形区域内的低信号影即磁敏感

血管征高，但与 MＲA 相比存在假阴性率，表明 ASL
明亮血管征象在诊断血管闭塞时比 T2WI 序列的磁

敏感血管征准确率高，在缺少 MＲA 时，可以通过

ASL 明亮血管征评估血管。Majer 等［11］以 90 例脑

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磁共振序列( ASL、TOF-
MＲA、EPI T2、FLAIＲ) 在诊断脑梗死的价值，结果为

ASL 明亮血管征诊断脑梗死的敏感度( 89% ) 、特异

度( 97% ) 最高，提示 ASL 原始图像明亮血管征与脑

梗死密切相关。Okazaki 等［12］研究发现，ASL 明亮

血管征可对急性脑梗死溶栓患者进行评估，提供血

管是否再通的证据。
ASL 结合乙酰唑胺脑血流负荷试验观察脑血流

储备能力，应用此方法可尽早发现隐匿性脑血容量

不足，显示脑组织低灌注状态，从而利于脑血管疾病

的一级预防［13］。ASL 也可用于急性脑梗死与其他

疾病的鉴别诊断，如急性期脑梗死与病毒性脑炎在

DWI 序列上均表现为高信号且弥散受限，但前者在

ASL 灌注图上显示为低灌注，脑炎患者因炎症反应、
血管扩张充血，在 ASL 上显示为不均匀的等或高灌

注信号［14］。
2． 2 ASL 在脑梗死后出血性转化评估中的应用

由于脑梗死部位能量代谢异常、血脑屏障的损伤，梗

死部位失去了血管自动调节功能，易发生出血性转

化，导致病情进一步进展。目前，脑梗死后出血性转

化的评估指标较少，大多只能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

进行评估。近年来，有学者把 ASL 应用到梗死后出

血性 转 化 领 域，有 了 较 新 的 研 究 发 现。bIVAＲD
等［15］研究发现，脑梗死部位或责任血管区域如 ASL
显示高灌注，预示患者 24 h 内较少从组织缺血半暗

带进展为梗塞，提示临床预后良好。但 Yu 等［16］提

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梗塞部位再灌注是脑梗死后出

血转化的危险因素，卒中后任意时间内发生的再灌

注均与梗死后出血呈正相关，DWI 损伤区域再灌注

出血的概率比无灌注异常的患者高 3 倍。因国内外

在 ASL 脑梗死出血性转化领域研究较少，ASL 在其

中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2． 3 ASL 在其他脑血管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ASL
可全面反映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流灌注状态，动态

观察血流灌注恢复情况。研究发现，血管性痴呆患

者 ASL 脑灌注图中，左额叶、颞叶白质区域显示低

灌注可与其他类型的痴呆鉴别诊断［17］。ASL 可以

用于评估烟雾病患者的血管储备能力，检测烟雾病

颞浅动脉 － 大脑中动脉旁路手术后的血管高灌注状

态［18］。此 外，基 于 ASL 的 新 兴 脑 血 管 成 像 技 术

ASL-4D MＲA 可监测烟雾病进展，评估手术再灌通

治疗后的效果［19］。利用 ASL 图像对脑动静脉畸形

患者行扫描时出现的“窃取征象”，可监测动静脉畸

形患者的预后，测定脑动静脉畸形介入栓塞术后分

流血管的减少情况［20，21］。此外，ASL 也可以用于诊

断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痉挛状态［22］。
2． 4 ASL 在脑肿瘤诊断中的应用 车英玉等［23］以

手术病理证实脑肿瘤患者 16 例为研究对象，对比研

究 ASL 与 DSC 灌注技术在脑肿瘤的应用，结果发现

ASL 与 DSC 所测的脑血流量间有显著相关性，ASL
评价肿瘤供血的敏感性优于 DSC。周欣等［24］研究

发现，ASL 对脑肿瘤脑血流量测定的敏感性优于

DSC。星形胶质细胞瘤是最常见的神经上皮肿瘤，

生存率低，预后差，因不同级别肿瘤治疗方式不同，

因此对星形细胞瘤进行分级对临床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江晶晶等［25］对 10 例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 13
例高级别星形细胞瘤行 ASL 灌注成像，结果发现，

低级别与高级别肿瘤脑血流量存在差异，且 ASL 测

定的脑肿瘤血流量与肿瘤级别显著正相关，提示可

以根 据 脑 血 流 量 对 星 形 细 胞 瘤 进 行 分 级。李 勇

等［26］研究发现，ASL 可以用于低级别与高级别脑肿

瘤的鉴别诊断，ASL 结合磁共振常规扫描可提高对

肿瘤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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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ASL 是新兴的脑灌注成像技术，与

DSC-PWI、CTP、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 PET) 相比有自

己的优点，不仅可提供脑组织的血流灌注信息，而且

可提供血管闭塞的信息。ASL 可以作为临床脑血流

量测量方法，在 TIA、缺血半暗带及脑梗死后再出血

的评估中作为首选，在脑肿瘤分级评估中可作为辅助

检查方法，结合 DWI 可用于早期对脑梗死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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