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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笔谈·
血管内超声在冠心病的临床应用
朱文玲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血管内超声成像（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

ＩＶＵＳ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可如实显示血管病变。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ＶＵＳ）已成为冠心病诊断和介入的

包括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和血管分叉处造影图像

弥补影像学。ＩＶＵＳ可显示血管壁及粥样斑块的组

模糊的病变。作者分析了１３５例临床怀疑冠心病，

织形态学特征，发现冠状动脉（冠脉）造影不能显示

冠脉造影正常的ＩＶＵＳ结果，其中２８例ＩＶＵＳ完全

的血管病变，观察分叉处或血管重叠处的模糊病变。

正常，３８例内膜增厚，６９例（５１％）有不同程度和性

用于指导和评价冠脉介入治疗及效果，探讨介人治

质的斑块。其中１９例（１４％）血管狭窄≥５０％，６例

ｌａｒ

疗机制与预后的关系。
ＩＶＵＳ仪器设备包括两部分，带微探头的导管和

患者行经皮冠脉腔内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ｌｕｍｉ—

ｎ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超声成像仪。ＩＶＵＳ导管的种类很多，可根据靶血管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ＴＣＡ）＋支架置入术，术后
心绞痛缓解。在斑块患者中，３例有陈旧性心肌梗

大小选择不同外径和长度的导管，从２．９Ｆ至３．９Ｆ

死，４例变异性心绞痛，２０例不稳定型心绞痛，３３例

（０．９６～１．１７ｒａｍ）。高频探头（２０～３０ＭＨｚ）及探头

稳定型心绞痛。ＩＶＵＳ正常组与斑块组相比，斑块组

尽可能地接近探测的靶位，可产生高质量图像。

年龄大，血清胆固醇高，吸烟多，血压高，男性比例

ＩＶＵＳ在冠脉造影时同时进行。在ｘ线透视下将

大，并有统计学差异，斑块组的冠心病危险因素显著

０．０１４英寸（１英寸＝２．５４ｃｍ）导引钢丝插至拟行

多于正常组。虽然ＩＶＵＳ发现的冠脉病变可能无临

ＩＶＵＳ成像的血管远端并固定之，沿导引钢丝将超声

床意义，但ＩＶＵＳ对于在活体观察冠脉粥样硬化的

探头导管插人靶血管段远端。从血管远端缓慢撤退

演变过程，研究冠脉痉挛的解剖学基础，发现不稳定

导管至近段，对血管横截面进行３６０。成像。术前冠

斑块，解释冠脉造影低估冠脉狭窄程度等方面具有

脉内注射硝酸甘油２００Ｆｇ，术中常规持续监测心电

重大意义。对冠脉造影正常而ＩＶＵＳ异常者能否诊

图、血氧饱和度、动脉压力等。正常血管壁在超声上

断冠心病的问题，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如果有典型心

表现为３层结构。较强回声的内层，低回声暗带中

肌缺血的临床表现，ＩＶＵＳ显示冠脉狭窄＞５０％，笔

层，明亮的强回声带外层。早期动脉粥样硬化仅表

者认为可以诊断为冠心病。冠脉造影正常者，如心

现为内膜增厚，中层低回声带变薄甚至消失，血管壁

绞痛典型，年龄大，有血脂高、血压高、吸烟等危险因

３层结构不易辨认，内膜腔可出现斑块，脂质斑块（软

素，心电图有缺血改变，尤其男性患者，应进一步行

斑块）的透声性好、回声低，其强度低于血管外膜回

ＩＶＵＳ检查，以免漏诊冠心病。②ＩＶＵＳ能提高定量

声。纤维斑块回声高于血管外膜回声。钙化斑块回

血管狭窄程度的准确性，能澄清造影模糊的病变，尤

声强并伴有声影。纤维和钙化斑块称为硬斑块。混

其在血管开口处和分叉处的病变。③ＩＶＵＳ用于对

合性斑块则具备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回声特点。

移植血管的随诊检查，由于冠脉搭桥术术后常无心

１血管内超声成像的临床应用

绞痛症状，国外不少中心在术后定期复查冠脉造影
时常规行ＩＶＵＳ检查，因为识别移植血管动脉粥样

１．１诊断冠心病①ＩＶＵＳ能检出冠脉造影未能发

硬化十分重要，临床及冠脉造影又不容易发现。③

现的动脉粥样硬化，由于血管造影投照角度的限制，

应用冠脉内多普勒血流测定可计算冠脉血流储备及

参照血管段可能有病变以及早期病变血管的代偿性

血流储备分数。

扩张等因素，冠脉造影可能低估冠脉病变的程度。

１．２血管内超声成像在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作者单位：１００７３０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
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

的中心在介入治疗中已常规应用ＩＶＵＳ辅助冠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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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以提高介入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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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斑块定性以选择介入治疗方案

万方数据

ＩＶＵＳ

无疑能为介入心脏病学家提供有用的信息，许多大

ＩＶＵＳ对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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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斑块的分布、组成和钙化斑块部位和程度是非常

线性撕裂；斑块裂口进一步延伸至中层；出现一个或

有用的。斑块的这些特征对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十

多个穿透斑块全层的裂口，斑块后方夹层累及管壁

分重要。例如，钙化病变会影响Ｐｑ、ＣＡ后管腔满意

范围达１８０。，甚至＞１８０。等。至于ＩＶＵＳ在评价ＰＴ—

扩大，而且在钙化斑块和正常血管壁之间容易造成

ＣＡ效果的必要性，保证其安全性，减少远期心脏事

夹层。钙化斑块范围＞１２０。的浅表钙化病变宜采用

件发生方面的价值尚需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

旋磨，旋磨对去除浅表钙化斑块是十分有效的，并能

１．２．４定向斑块旋切中的应用

扩大管腔而不造成夹层。而对浅表钙化斑块＜

定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用ＩＶＵＳ进行精确定

１２０。，靶血管内径≤３ｍｍ的病变血管，可采用ＰＴＣＡ。

位仍是一种挑战。一般在ＩＶＵＳ检查时，用一些解

ＩＶＵＳ可帮助旋切

当然，与造影指导介入治疗相比，ＩＶＵＳ指导介入治

剖标记，如分支开口来帮助确定定向旋切的方向。

疗是否能改善即刻和长期预后，尚需进行更深入和

也可应用连续的超声成像判断斑块范围和长度，根

广泛的研究。

据管腔内径确定旋切刀大小，在旋切过程中，不断评

１．２．２了解介入治疗管腔扩大的机制

ＩＶＵＳ对认

价是否需要再次旋切。由于透视不能区分深层和浅

识介入治疗中管腔扩大的机制十分有用。ＩＶＵＳ显

表钙化病变，而ＩＶＵＳ可精确定位，深层钙化病变选

示，ＰＴＣＡ后夹层形成是管腔扩大的最常见的机制，

择定向斑块旋切，相反，浅表钙化应选用旋磨。旋切

但在有些患者，血管壁伸展是主要或唯一的机制。

深层钙化能取得切除斑块的效果，旋切＋ＰＴＣＡ可

而斑块压缩或斑块重新分布引起的管腔扩大是

使残余狭窄＜１５％。ＯＡＲＳ（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ＴＣＡ的不常见机制。与球囊扩张相反，定向旋切后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管腔扩大是由于斑块切除的结果，但是，斑块切除并

试验发现ＩＶＵＳ的帮助用于旋切取得满意结果，但

不完全，因为靶病变处血管截面积的４０％～６０％仍

ＢＯＡＴ（Ｂａｌｌｏｏｎ

被斑块所占据。ＩＶＵＳ所见斑块消融是旋磨的原理。

与理想粥样硬化切除术对比试验）试验证明不用

支架造成管腔最大的扩张，实际上消除了弹性回缩。

ＩＶＵＳ也可得到同样的结果，ＩＶＵＳ的作用还需更多

Ａｔｈ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Ｓｔｕｄｙ，理想粥样硬化切除术再狭窄研究）

ＶＳ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ｔｈ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７Ｄｉａｌ，气囊

１．２．３实现精确定量测定介入治疗效果的判断需

的临床验证。超声探头与旋切合为一体的超声定向

对管腔内径、正常参考段血管内径、血管狭窄程度及

斑块旋切导管的初步经验认为，超声引导定向斑块

介入治疗后血管内膜腔增大值精确测量。ＩＶＵＳ的

旋切是可行的，尚需进一步的ｌ临床研究。

应用价值在于对这些参数客观、定量的测量。ＰＴＣＡ

１．２．５在冠状动脉支架中的应用ＩＶＵＳ研究证明，

后冠脉造影和ＩＶＵＳ的对比研究发现对术后血管内

冠脉支架置入后，尽管造影十分满意，但ＩＶＵＳ观察

膜腔内径的测量二者相关差，由于ＰＴＣＡ后，造影剂

发现有些支架并非完全紧贴血管壁或呈非对称性扩

可进入破碎的斑块内，故造影常常高估ＰｒｒＣＡ的效

张。支架满意置入是避免发生急性或亚急性血栓形

果，作者对５０例６８支靶血管ＰＴＣＡ前后进行了冠

成的关键。对不满意者需再次或多次扩张以达到支

脉造影和ＩＶＵＳ的对比研究，发现冠脉造影无法辨

架扩张对称，贴壁良好，支架最小截面积与正常参考

认脂质斑块和纤维斑块，检出钙化斑块仅为ＩＶＵＳ

血管内膜腔截面积比≥０．８。北京协和医院总结分

的一半。ＰＴＣＡ前，血管造影和ＩＶＵＳ定量测定最

析了１００例支架置人患者，其中５３例由造影引导，

小内膜腔内径、参考段血管内径、斑块面积和血管狭

４７例由ＩＶＵＳ引导支架置入。两组性别、年龄、冠心

窄率等参数相关良好，但ＰＴＣＡ后，两种方法测量的

病危险因素、所用药物及冠脉造影Ａ，Ｂ，Ｃ型病变等

斑块面积和血管狭窄率相关性差，造影过高估计

临床资料差异无显著性。术后平均随访６．６个月，

ＰＴ（Ａ的效果，造影判断ＰＴＣＡ的满意率为６１．８％，

造影组心脏事件１８例（３４％），包括急性血栓形成致

而ＩＶＵＳ判断满意率为２９．４％（Ｐ＜０．０５），造影认

急性心肌梗死１例，再次血管重建３例，心原性死亡

为３８．２％需置入支架，而ＩＶＵＳ认为７０．６％需置入

３例，以及心绞痛１１例。ＩＶＵＳ组仅３例（６．４％）术

支架（Ｐ＜０．０５）。ＰＴＣＡ后，ＩＶＵＳ仍可见靶血管段

后有心绞痛发作，未发生严重心脏事件。两组的预

残存的各种斑块，大部分斑块都有断裂破碎或夹层

后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此结果说明，ＩＶＵＳ引导支

形成，而斑块面积改变不大，但血管外膜腔面积和内

架置人在保证支架满意置人，减少并发症方面优于

膜腔面积显著扩大，血管狭窄率显著降低。ＩＶＵＳ还

冠脉造影，又能避免盲目高压球囊扩张支架而加重

可见到造影不能见到的ＰＴＣＡ后管壁的变化，如斑

血管内膜损伤。

块自管腔至中层方向出现部分、未完全穿透斑块的

１．２．６介入后判断夹层

万方数据

ＩＶＵＳ确定单个或多个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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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成功的ＰＴＣＡ后，４０％～８０％的病变有夹层，在

生理学影响，确定是否需要介入治疗；②评估经皮冠

硬和软斑块或钙化和正常组织的连接处最易发生夹

脉介入是否恢复冠脉血流储备，预测再狭窄的危险

层。ＩＶＵＳ可判断夹层的深度和范围，轻的为内膜表

性；③评估有心绞痛症状但是血管造影未发现“罪

面撕裂，重的为广泛的外膜周围夹层。ＩＶＵＳ也可判

犯”病变的微循环状况。

断夹层的确切长度，帮助确定ＶＩ、ＣＡ后需置人多长

２．６远期随访性研究定性和定量随访冠状动脉粥

的支架，应放在何处等。与其他影像学比较，ＩＶＵＳ

样硬化病变的进展和消退，评价药物特别是他汀类

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尚需进一步的前瞻性

调脂药物长期干预使病变消退的效果。随访经皮冠

研究来证明ＩＶＵＳ引导介入治疗能更好地改善患者

脉介入后再狭窄及其发生机制的探讨。

的早期和远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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