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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老年肺栓塞的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诊断研究
宋云龙张挽时毕永民鲁晓燕

熊明辉方红祝红线

【摘要】目的探讨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在老年肺动脉栓塞（Ｐ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采用螺旋
ＣＴ对６６例老年ＰＥ患者行肺动脉增强扫描，其中多层、单层螺旋ＣＴ（ＭＳＣＴ，ｓｃＴ）肺动脉造影检查者各为２１和４５
例。结果分析６６例老年ＰＥ患者的２７２８支肺动脉，ＭＳＣＴ、ＳＣＴ肺动脉造影共显示９２６支肺动脉受累。直接征象
为中心型克盈缺损、部分型克盈缺损、完全性阻寒、附壁性充盈缺损，约占３３ ９％；１２０６支段以上肺动脉中，依据直接

征象ＭＳＣＴ、ＳＣＴ分别检出２４０支／３８４支（６２．５％）和４８１支／８２２支（５８．５％），共７２１支／１２０８支，两者检出率无明
显差别（Ｐ一０．０３７ ７；１５２２支亚段肺动脉中，ＭＳＣＴ、ＳＣＴ分别检出１２１支／４８４支（２５．０“）和８４支，／１０３８支（８．１蹦），
ＭＳＣＴ、ＳＣＴ对段

共２０５支／ｉ５２２支，前者检出率明显高于后者（Ｐ一０，６３２）。平扫示间接征象共１２５例次。结论
以上ＰＥ的诊断二者均有较高的准确度，ＭＳＣ’『Ｉ’对亚段ＰＥ的诊断有其优势。
【关键词】肺栓塞｝ｘ线计算机．体层摄影术；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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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栓塞（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ＰＥ）是栓子堵塞

瘤、心肺疾患及肥胖等，其ｌ临床表现更为复杂，漏、误

肺动脉引起肺循环障碍的ｌｌｆｉｉ床和病理生理综台征，

诊率更高，因此对其快速、准确诊断尤为重要口］。笔

临床上易漏诊、误诊且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很高［“。

者分析６６例老年ＰＥ患者的螺旋ＣＴ表现，并进一

老年人往往具有更多ＰＥ的易感因素，如糖尿病、肿

步探讨多层螺旋ＣＴ（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ＣＴ，ＭＳＣＴ）

和单层螺旋ＣＴ（ｓｐｉｒａｌ ＣＴ，ＳＣＴ）在老年ＰＥ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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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中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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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８月老年ＰＥ患者６６例，其中男４２例，女２４
例；年龄６０～８１岁，平均６７．３岁。临床表现包括突
发性胸痛、胸闷、气促、发热、咯血、咳嗽、咳痰及不同
程度的呼吸困难等；听诊可闻及干、湿性ｌ罗音；查体单
侧或双侧不同程度下肢肿胀。所有患者均行１３２聚
体、心电图、超声心动图检查，４５例行下肢静脉超声
检查，３６例行血气分析，３例行ｘ线肺动脉造影检查。
１．２检查方法２ｌ例采用ＧＥ

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

１６层螺

旋ＣＴ（ＭＳＣＴ）扫描。扫描参数：探测器准直
１．２５ｍｍ×１６，层厚３．７５ｍｍ，重组间隔１．２５ｒａｍ，螺
距２．５，管电雎１２０～１４０ｋＶ，电流３００～３７０ｍＡｓ。
４５例采用ＧＥ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ＣＴ／Ｉ单层螺旋ｃＴ（ｓｃＴ）

扫描，扫描参数：层厚３ｍｍ，螺距２．０，管电压

右肺动脉中～远段管腔中心充盈缺损，周围环绕造影
（上、下箭头）－左下肺动脉近段管腔内中心型充盈缺
损（弧形箭头）

１２０ｋＶ。患者仰卧，先行常规胸部平扫，然后行增强
扫描，范围由主动脉弓上至肺底。采用自动高压注

图１

ＭＳＣＴ：中心型充盈缺损Ｃ轨道征）

射器，经肘静脉注射非离子型造影剂（优维显，
３７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先灵公司，德国）８０～１００ｍｌ，注射速
率３．５～４．０ｍｌ／ｓ。采用Ｓｍａｒｔ方式检测肺动脉干
水平时间密度曲线，当肺动脉干ＣＴ值增加＞５０Ｈｕ
时启动扫描程序。分别用纵隔窗（窗宽３００Ｈｕ，窗
位３５Ｈｕ）与肺窗（窗宽１１００Ｈｕ，窗位５５０Ｈｕ）观察。
１．３
Ｓｕｎ

圉像后处理将扫描原始图像经工作站（ＧＥ
ＡＷ ４．２）进行容积再现（ＶＲ）、表面阴影显示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ｐｌｅ ｐｌａｎａ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ＳＤ）、多平面重建（ｍｕｌｔｉ—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ＰＲ）、斜面（ｏｂｌｉｑｕｅ）及曲面

（ＣＰＲ）等不同方式、角度重建后处理，利用局部放大
等技术精细观察细小肺动脉及栓子，分别统计肺动

位于左肺动脉远段，偏于管腔一侧，形态不规则（右直
箭头）

脉主干、叶动脉、段动脉、亚段动脉栓子。由两位有
经验医师双盲阅读轴位及重建图像。

图２

ＭＳＣＴ：部分型充盈缺损

２结果

２．１老年ＰＥ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的直接征象
肺动脉内不同形态的充盈缺损为螺旋ＣＴ诊断肺栓
塞的直接征象。笔者对６６例老年ＰＥ的２７２８支肺
动脉分支进行分析发现有以下几种表现，中心型充
盈缺损（又称轨道征）９５支（１０．３％），栓子位于管腔
中心，周围环绕造影剂（图１）；部分型充盈缺损２９２
支（３１．５％），栓子偏于管腔一侧，形态多不规则（图
２）；完全性阻塞３０５支（３２．９％），腔内无造影剂充盈
（图３）；附壁血栓２３４支（２５．３％）充盈缺损附于血
管内壁。肺栓塞的直接征象与受累肺动脉分支统计

右肺动脉远段血管内充盈缺损完全阻塞肺动脉（弯箭

头），主肺动脉及右肺动脉轻度扩张
固３

ＳＣＴ：完全型充盈缺损

结果见表１。
２．２老年ＰＥ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的间接征象

括：（１）局限性肺纹理稀疏、纤细３６例（２８．８％），为

本组螺旋ＣＴ平扫示间接征象共１２５例次。其中包

栓塞动脉远端的血管不显影，其中部分栓塞段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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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

Ｏｃｔ ２００７Ｖｏｌ

６ Ｎｏ

６６倒老年ＰＩＥ的螺旋ｆｉｒ直接征象与受累
动脉分支统计结果

增粗，远端纤细；（２）肺梗死灶２０例（１６．０％），典型
者表现为尖端指向肺门的片状高密度影，可单发、一
侧，也可多发、两侧，４例并空洞形成；（３）马赛克征
１９例（１５．２％），表现为肺窗上示肺实质灌注正常、

骑跨或漂浮于左、右肺动脉（双下箭头）；芷下肺动脉

过高与过低相间；（４）胸腔积液１８例（１４．４％），多为

完全型充盈缺损（弧形箭头）

少量积液；（５）血栓钙化２例（１．６％），表明陈旧性血

图４

ＭＳＣＴ：主肺动脉血栓

栓｝（６）肺动脉高压１１例（８．８％），表现为肺动脉扩
张或（和）右心房、室扩张；（７）肺不张９例（７．２％），
多为肺段或亚段不张‘（８）心包积液１０例（８．０％），
其中９例为少量，１例为大量心包积液。
２．３

ＭＳＣＴ、ＳｃＴ肺动脉造影对老年ＰＥ检查对比

对６６例老年ＰＥ患者２７２８支肺动脉及其分支，
１２０６支段以上肺动脉中，ＭＳＣＴ共计检查３８４支，
其中２４０支显示ＰＥ的直接征象，检出率为６２，５％；
ＳＣＴ共计检查８２２支，其中４８１支显示ＰＥ的直接
征象，检出率为５８．５％。两者检出率之间差别不明
显。１５２２支亚段肺动脉中，ＭＳＣＴ共计检查４８４
支，其中１２１支显示ＰＥ的直接征象，检出率为

主肺动脉内跗壁型充盈缺损（上箭头）；有肺动脉远段

２５．０％；ＳＣＴ共计检查１０３８支，其中８４支ＰＥ的直

及右下肺动脉内中心型充盈缺损（左直箭头）

接征象，检出率仅为８．１％．前者检出率明显高于后

圈５

ＭＰＲ：（病例同上ｌ不同形式的血栓

者。Ｍ９ｃＴ、ＳＣＴ显示主肺动脉栓塞３例，为骑跨型血
栓漂浮于肺动脉中（图４）；肺动脉栓子右肺（６１２个，占
６６，１％）多于左肺（３１４个，占３３．９％），下肺
（６３４个，占６８．５％）多于上肺（２９２个，占３１．５％；图５）｝
表２

ＭＳＣＴ、ＳＣＴ肺动脉造影显示ＰＥ累殛肺动脉
分支数目及分布

右肺上叶尖段外亚段（左直箭头）、前段外亚段（下直

箭头）完全型充盈缺损

左右肺动脉于、叶支及段支受累支数分别为５７、

图６

ＭＳＣＴ：亚段栓塞

１９２、４６９支，血栓形态多种多样；而亚段受累支数为

ＭＳＣＴ、ＳＣＴ肺动脉造影检出ＰＥ及受累分支数目

２０５支，ＭＳＣＴ、ＳＣＴ各检出１２１支和８４支（图５）。

和分布关系见表２。

万方数据

５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６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ＭｕｈＯｒｇａｎ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３讨论
ＰＥ是临床上常见疾病。在美国，每年约７０万

Ｏｃｔ

２００７

Ｖｏｌ

６

Ｎｏ

·３１１·

５

为①右肺动脉主干走行较平，管径较粗，栓子随血流
较易到达。②两下肺由于重力作用，相对较重的栓
子易于向下运动ｏ］。

例，死于ＰＥ者２０万例，发病率仅次于恶性肿瘤、冠

３．３

ＭＳＣＴ、ＳＣＴ对老年ＰＥ诊断的比较本文

心病，占第３位［３］。一组研究资料表明，老年ＰＥ尸

ＭｓｃＴ、ＳＣＴ肺动脉造影分别对２１例和４５例老年

检发病率为１２．８％，但其生前正确诊断率只有１／３ｔ

ＰＥ检查共显示９２６支肺动脉分支血栓，其中段以上

且老年ＰＥ的住院病死率比非老年明显增高。随着

７２１支肺动脉血栓，ＭＳＣＴ、ＳＣＴ分别检出２４０支／

人口老龄化的进展，老年ＰＥ的患者人数必将逐年

３８４支和４８１支／８２２支ＰＥ的直接征象，分别占

增加［４‘５］。老年ＰＥ的适宜治疗取决于及时、准确的

６２．５％和５８．５％，两者检出率之间差别不明显｝亚

定性及定量诊断，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对其起到重

段２０５支肺动脉血栓，ＭＳＣＴ、ＳＣＴ分别检出１２１

要的作用。

支／４８４支和８４支／１０３８支ＰＥ的直接征象，分别占

３．１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对老年ＰＥ的定性诊断

２５．０％和８．１％，前者检出率明显高于后者。其最

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诊断老年ＰＥ的直接征象为肺

主要的原因可能为ＭｓＣＴ、ＳＣＴ的时间和空间分辨

动脉内的充盈缺损，可表现为中心型充盈缺损（又称

率明显提高，有利于显示段以上栓子，但亚段ＰＥ的

轨道征）｝部分型充盈缺损ｔ完全性阻塞；附壁血栓。

显示在ＳＣＴ受一定限制。文献报道ＭＳＣＴ、ＳＣＴ

其中，轨道征最少，表明血栓漂浮于肺动脉中。此为

对诊断段以上的ＰＥ，敏感性达８６％～１００％，特异

急性肺栓塞的征象。其余征象较为常见“］。ＭＰＲ

性达９２％～１００％，但ＳＣＴ对诊断亚段分支ＰＥ的

对较大分支血管内的充盈缺损可以改变不同角度加

ＳＣＴ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下降为２６．６％和

以显示，ＳＳＤ及最大密度投影可显示肺动脉分支的

３７．７％，而ＭＳｃＴ（１６层）的正确显示率町高达

狭窄、截断或扩张，也可以显示局部的阻塞。肺栓塞

９４．５％～９６．７％，主要取决于后者的时间和空间分

的间接征象多种多样，其中局部肺血管纹理稀疏、纤

辨率高于前者Ｅｇ，ｉｏ］。

细多见，是由于肺动脉分支阻塞后其远段血管血流

总之，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具有无创、准确、安

量明显减少致血管纹理稀疏、纤细。肺梗死灶为肺

全、可靠的特点，与同位素肺通气／灌注显像、磁共振

动脉及支气管动脉双重供血障碍引起，部分可并合

成像及导管法肺动脉造影相比有一定的优势。

空洞形成；马赛克征为肺动脉灌注异常所致；肺动脉

ＭＳＣＴ、ＳＣＴ均能满足段以上老年ＰＥ的诊断要求，

高压的形成取决于栓塞的面积，完全栓塞５个肺段

可以得到较为满意的效果ｔ但对段以下ＰＥ的诊断

以上者可引起肺动脉高压；胸腔积液，较为常见；血

ＭｓＣＴ则更有优势。随着螺旋ＣＴ的进一步发展，

栓钙化少见，为陈旧性肺栓塞征象”］。可见，螺旋

预见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尤其多层螺旋ｃＴ）可成

ＣＴ肺动脉造影不仅可直接显示ＰＥ的部位、形态、

为诊断老年ＰＥ的首选方法““”］。

大小及数量，观察肺动脉管腔内及管壁情况，而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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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新鲜血栓和陈旧性血栓、判断血栓的年龄有意
义。间接征象具有一定的提示诊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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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的症状取决于栓塞的面积太小，所以判断ＰＥ的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部位、范围及程度尤为重要。螺旋ＣＴ肺动脉造影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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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较快，血栓不易停留。（２）完全栓塞主肺动脉的

［３］

６６．１％）、下肺多于上肺（下肺占６８．５％），原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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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３）骑跨型血栓为新鲜型血栓；螺旋ＣＴ肺动脉

动脉、叶支及段支肺动脉，且右肺多于左肺（右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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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影发现栓子最多的位于左右肺动脉主干、间段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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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ｌｏ—

２０８：２０１—２０８，

可对肺栓塞的部位做出明确判断，并显示栓塞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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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４／８，２／８出现在病理确诊之前。本组病例有

２００７

Ｖｏｌ ６Ｎ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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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患者影像检查可见病灶内空洞或空腔形成，且
均不晚于“新月征”的出现，故对于肺部病灶出现空

［１］徐英，董碧蓉．侵袭性曲霉菌病一例．临床内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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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或空腔时，除考虑肺结核、肺癌等常见病，亦应考
虑肺曲菌病的可能，利于早期诊断。本组患者ＣＴ

［２３朱小敏，周新．侵袭性肺曲霉病的诊断与治疗，中国呼
吸与危重监护杂志，２００５，４：３１６—３２０．

表现有斑片状阴影并病灶有空腔空洞者６例，肺部
的斑片状阴影早于病灶空洞空腔出现Ｏ～４０ 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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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状阴影应警惕曲霉菌感染，及早进行相关检查，可
提高早期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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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诊断是确诊ＩＰＡ的可靠依据”］，如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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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应尽早予以病灶穿刺或气管镜检查行病理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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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早期诊断及治疗赢得宝贵时间。痰培养与病理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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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吻合率较低，本组患者４／８痰培养阳性，仅ｚ／８的
患者在病理诊断前痰培养阳性。痰培养对于Ｉ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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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价值有限＿“，对怀疑曲霉菌病者应及早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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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病理活检，不可一味等待痰培养结果。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２，３４７：４０８—

４１５．

关于治疗，本组患者１例应用两性霉素Ｂ，１例

［６］

应用伊曲康唑，５例应用伏立康唑均治愈或好转出
院，而ｌ例系统性曲霉菌病患者死亡，这与抗真菌的
基础研究及近年一些临床研究是吻合的。伊曲康唑

Ｍｏｒａ Ｄｕａｒｔｅ Ｊ，ｔ！ｉｅｔｔｓ Ｒ．Ｒｏｔｓｔｅｉｎ Ｃ，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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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Ｗａ［ｓｈ ３＂Ｊ，ＲａａｄＩ，Ｔｈｏｍａｓ

治疗ＩＰＡ效果较肯定“］，但其在脑脊液中浓度低，

ｓｉｖｅ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ｏｓｉｓ

对于曲霉菌颅内感染效果不佳；伏立康唑、卡泊芬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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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近几年投入临床的抗真菌药物，安全性及效果

１２．

比较理想ｏ。“，泊沙康唑对于耐受较差的患者亦是
较好的选择”］。极重度患者可考虑联合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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