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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孕耘悦栽 联合冠状动脉造影在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诊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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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 怨怨皂栽糟鄄酝陨月陨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渊泽蚤灶早造藻 责澡燥贼燥灶 藻皂蚤泽泽蚤燥灶 糟燥皂责怎贼藻凿 贼燥皂燥早则葬责澡赠袁杂孕耘悦栽冤联合冠状动

脉造影渊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灶早蚤燥早则葬责澡赠袁悦粤郧冤对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渊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悦粤阅冤的诊疗价值遥 方法院圆园园怨 年 苑 月耀圆园员圆 年
远 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 员苑远 例疑似 悦粤阅 患者袁行 悦粤郧 或 悦粤郧 联合 杂孕耘悦栽 检查遥 根据卫生部冠心病诊断标准

并结合 悦粤郧 和 杂孕耘悦栽 检查结果袁选择性进行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 渊责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贼则葬灶泽造怎皂蚤灶葬造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灶早蚤燥责造葬泽贼赠袁孕栽悦粤冤 或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渊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遭赠责葬泽泽 早则葬枣贼 泽怎则早藻则赠袁悦粤月郧冤遥 术后 员耀猿 个月复查 杂孕耘悦栽袁对比 杂孕耘悦栽 和 悦粤郧 检查结果袁分析

两者在术前诊断和术后随访中的作用和意义遥 结果院员苑远 例均接受 悦粤郧 检查袁其中 员员猿 例同时完成 杂孕耘悦栽 检查遥 诊断为 悦粤阅
员猿愿 例袁悦粤郧 诊断敏感性 怨猿援源豫渊员圆怨 辕 员猿愿冤尧特异性 怨苑援源豫渊猿苑 辕 猿愿冤尧准确性 怨源援猿豫渊员远远 辕 员苑远冤曰杂孕耘悦栽 敏感性 愿缘援圆豫渊远怨 辕 愿员冤尧特异

性 怨园援远豫渊圆怨 辕 猿圆冤尧准确性 愿远援苑豫渊怨愿 辕 员员猿冤曰悦粤郧 联合 杂孕耘悦栽 检查渊其中任一项异常即视为阳性冤的敏感性 员园园豫渊愿员 辕 愿员冤尧特异

性 愿苑援缘豫渊圆愿 辕 猿圆冤尧准确性 怨远援缘豫渊员园怨 辕 员员猿冤遥 远缘 例渊其中 孕栽悦粤 远猿 例袁悦粤月郧 圆 例冤在接受治疗后 猿 个月内完成 杂孕耘悦栽 随访袁其手

术前后室壁收缩增厚率和左室射血分数变化率与胸痛症状改善相关遥 结论院悦粤郧 联合 杂孕耘悦栽 检查可以提高 悦粤阅 诊断的敏感性和
准确性曰杂孕耘悦栽 对于 悦粤阅 术后随访具有直观尧量化尧可重复和便捷的优势袁并可以反映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遥
咱关键词暂 心肌核素显像曰冠脉造影曰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曰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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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燥皂遭蚤灶葬贼蚤燥灶 燥枣 则葬凿蚤燥灶怎糟造蚤凿藻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皂葬早蚤灶早 葬灶凿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灶早蚤燥早则葬责澡赠 蚤灶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燥枣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
载怎 载蚤葬燥枣藻蚤员鄢袁蕴蚤怎 再葬躁蚤藻员袁在澡怎葬灶早 允蚤葬灶责蚤灶圆袁杂澡藻灶早 阅葬灶凿葬灶员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晕怎糟造藻葬则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袁圆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灾 葬泽糟怎造燥糟葬则凿蚤燥造燥早赠袁贼澡藻 杂藻糟燥灶凿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员员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藻曾责造燥则藻 贼澡藻 怎泽藻枣怎造灶藻泽泽 燥枣

栽糟鄄酝陨月陨 泽蚤灶早造藻 责澡燥贼燥灶 藻皂蚤泽泽蚤燥灶 糟燥皂责怎贼藻凿 贼燥皂燥早则葬责澡赠渊杂孕耘悦栽冤糟燥皂遭蚤灶藻凿 憎蚤贼澡

怨怨皂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灶早蚤燥早则葬责澡赠 渊悦粤郧冤 蚤灶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燥枣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 渊悦粤阅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韵灶藻 澡怎灶凿则藻凿 葬灶凿 泽藻增藻灶贼赠鄄泽蚤曾
泽怎泽责藻糟贼藻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 怎灶凿藻则憎藻灶贼 悦粤郧 燥则 悦粤郧 责造怎泽 杂孕耘悦栽援 栽澡藻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泽贼则葬贼藻早赠 葬灶凿 则藻增葬泽糟怎造葬则蚤扎葬贼蚤燥灶
责则燥糟藻凿怎则藻 渊孕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贼则葬灶泽造怎皂蚤灶葬造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灶早蚤燥责造葬泽贼赠 咱孕栽悦粤暂增泽援 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遭赠责葬泽泽 早则葬枣贼 泽怎则早藻则赠 咱悦粤月郧暂冤 憎藻则藻

责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 泽藻造藻糟贼藻凿 燥灶 贼澡藻 遭葬泽蚤泽 燥枣 葬 糟燥皂遭蚤灶葬贼蚤燥灶 燥枣 悦粤郧袁杂孕耘悦栽 葬灶凿 贼澡藻 葬责责则燥增葬造 燥枣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糟则蚤贼藻则蚤葬 燥枣 悦粤阅 燥枣 贼澡藻 酝蚤灶蚤泽贼则赠 燥枣

匀藻葬造贼澡援 孕葬贼蚤藻灶贼泽 则藻糟藻蚤增藻凿 孕栽悦粤 燥则 悦粤月郧 憎藻则藻 则藻贼藻泽贼藻凿 憎蚤贼澡 杂孕耘悦栽 蚤灶 员耀猿 皂燥灶贼澡泽 葬枣贼藻则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援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憎藻则藻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枣燥则
藻曾责造燥则蚤灶早 贼澡藻 则燥造藻 葬灶凿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贼澡藻皂 蚤灶 责则藻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枣燥造造燥憎鄄怎责 枣燥则 悦粤阅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粤 贼燥贼葬造 燥枣 员苑远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怎灶凿藻则憎藻灶贼 悦粤郧袁燥枣 憎澡蚤糟澡 员员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杂孕耘悦栽 枣燥则 燥灶藻 憎藻藻噪 遭藻枣燥则藻 悦粤郧援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员猿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燥枣 悦粤阅 憎藻则藻 枣燥怎灶凿 枣则燥皂 贼澡藻皂援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悦粤阅 憎藻则藻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袁贼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泽藻灶泽蚤贼蚤增蚤贼赠袁泽责藻糟蚤枣蚤糟蚤贼赠 葬灶凿
葬糟糟怎则葬糟赠 燥枣 悦粤郧 憎藻则藻 怨猿援源豫渊员圆怨 辕 员猿愿冤袁怨苑援源豫渊猿苑 辕 猿愿冤葬灶凿 怨源援猿豫渊员远远 辕 员苑远冤袁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援 栽澡藻 则葬贼蚤燥泽 燥枣 杂孕耘悦栽 憎藻则藻 愿缘援圆豫渊远怨 辕 愿员冤袁
怨园援远豫渊圆怨 辕 猿圆冤葬灶凿 愿远援苑豫渊怨愿 辕 员员猿冤葬灶凿 燥枣 悦粤郧 垣 杂孕耘悦栽渊葬泽 造燥灶早 葬泽 燥灶藻 蚤泽 葬遭灶燥则皂葬造袁蚤贼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凿藻藻皂藻凿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冤 憎藻则藻 员园园豫渊愿员 辕 愿员冤袁
愿苑援缘豫渊圆愿 辕 猿圆冤葬灶凿 怨远援缘豫渊员园怨 辕 员员猿冤袁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援 杂蚤曾贼赠鄄枣蚤增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则藻糟藻蚤增藻凿 杂孕耘悦栽 憎蚤贼澡蚤灶 猿 皂燥灶贼澡泽 葬枣贼藻则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渊孕栽悦粤 远猿袁
悦粤月郧 圆冤援 陨贼 憎葬泽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吟杂栽砸 葬灶凿 吟蕴灾耘云 渊孕藻则糟藻灶贼怎葬造 杂赠泽贼燥造蚤糟 宰葬造造 栽澡蚤糟噪藻灶蚤灶早 葬灶凿 造藻枣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藻躁藻糟贼蚤燥灶 枣则葬糟贼蚤燥灶 糟澡葬灶早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责则藻鄄 葬灶凿 责燥泽贼鄄 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冤憎藻则藻 则藻造葬贼藻凿 贼燥 糟澡藻泽贼 责葬蚤灶 则藻造蚤藻枣 燥枣 悦粤阅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悦燥皂遭蚤灶葬贼蚤燥灶 燥枣 杂孕耘悦栽 葬灶凿 悦粤郧 糟葬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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蚤皂责则燥增藻 贼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泽藻灶泽蚤贼蚤增蚤贼赠 葬灶凿 葬糟糟怎则葬糟赠 燥枣 悦粤阅曰杂孕耘悦栽 糟葬灶 遭藻 蚤灶贼怎蚤贼蚤增藻袁择怎葬灶贼蚤枣蚤葬遭造藻袁则藻责藻葬贼葬遭造藻 葬灶凿 糟燥灶增藻灶蚤藻灶贼 贼燥 则藻枣造藻糟贼 贼澡藻
蚤皂责则燥增藻皂藻灶贼 燥枣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泽赠皂责贼燥皂泽 燥枣 悦粤阅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枣贼藻则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援
咱Key words暂
贼燥皂燥早则葬责澡赠

则葬凿蚤燥灶怎糟造蚤凿藻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皂葬早蚤灶早曰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灶早蚤燥早则葬责澡赠曰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曰泽蚤灶早造藻 责澡燥贼燥灶 藻皂蚤泽泽蚤燥灶 糟燥皂责怎贼藻凿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 20员猿袁 猿猿渊员冤: 员圆员鄄员圆缘暂

冠 状 动 脉 性 心 脏 病 渊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
悦粤阅冤是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袁早期准确地诊断

况袁 同时采用西雅图心绞痛问卷 渊杂藻葬贼贼造藻 葬灶早蚤灶葬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袁杂粤匝冤 评分系统记录患者术后疼痛症

准冶得到普遍认可袁而核素心肌灌注显像由于能够从
心肌灌注和代谢等病理生理角度反映心肌缺血尧损伤
状态袁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检查手段咱源暂遥 众多文献总结
了 悦粤郧 与核素心肌灌注显像在诊断 悦粤阅 时的优缺
点及临床价值遥 本研究使用两种检查手段袁观察与

次通过法心室显像遥注药后 猿园 皂蚤灶 食脂餐袁远园耀怨园 皂蚤灶
行门控心肌断层显像袁矩阵 远源 伊 远源袁放大 员援猿猿袁探头
由右前斜 源缘毅至左后斜 源缘毅袁约每 缘援远毅采集 员 个体位袁
猿园 泽 辕 体位遥 每个心动周期分为 愿 帧图像遥
图像处理和分析应用首次通过专用处理程序测

悦粤阅尧 优化治疗措施是 悦粤阅 二级预防的主要内容遥
根据 圆园员园 年卫生部发布的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诊断标准曳袁核素心肌灌注显像尧冠状动脉多层
悦栽 血管造影尧冠状动脉造影等辅助检查均明确应用
于 悦粤阅 的临床 诊治中 咱员 原猿暂遥 其中冠 状 动 脉 造 影
渊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灶早蚤燥早则葬责澡赠袁悦粤郧冤作为诊断 悦粤阅 的野金标

单一 悦粤郧 或者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渊泽蚤灶早造藻
责澡燥贼燥灶 藻皂蚤泽泽蚤燥灶 糟燥皂责怎贼藻凿 贼燥皂燥早则葬责澡赠袁杂孕耘悦栽冤相比袁
两者联合检查在 悦粤阅 诊断和治疗前后是否具有临
床优越性遥
员
员援员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圆园园怨 年 苑 月耀圆园员圆 年 远 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就诊的 员苑远 例确诊或疑似 悦粤阅 患者袁 其中男
员园远 例袁女 苑园 例袁年龄 猿园耀愿苑 岁袁平均年龄渊缘远援缘 依
员圆援远冤岁遥 根据卫生部 悦粤阅 诊断标准袁结合心绞痛病
史尧员圆 导联心电图尧动态心电图尧超声心动图等影像

学资料和实验室指标袁明确诊断 悦粤阅 员猿愿 例袁其中
包括稳定型心绞痛 猿远 例袁 不稳定型心绞痛 缘圆 例袁
急性心肌梗死 猿源 例袁陈旧性心肌梗死 员远 例曰非 悦粤阅
猿愿 例袁包括肥厚性心肌病 员猿 例袁老年退行性心脏瓣膜
病 苑 例袁心肌炎 远 例袁扩张性心肌病 缘 例袁其他 苑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患者检查和治疗方法
患者首先进行 杂孕耘悦栽 检查袁然后在 员 周内接受
悦粤郧 检查曰根据检查结果及患者需求袁选择性进行经
皮冠状动脉成形术渊责藻则糟怎贼葬灶藻燥怎泽 贼则葬灶泽造怎皂蚤灶葬造 糟燥则燥鄄
灶葬则赠 葬灶早蚤燥责造葬泽贼赠袁孕栽悦粤冤 或 冠 状 动 脉 旁 路 移 植 术
渊糟燥则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遭赠责葬泽泽 早则葬枣贼 泽怎则早藻则赠袁悦粤月郧冤遥 术 后
员耀猿 个月内行 杂孕耘悦栽 复查袁 观察相关指标改善情

状改善情况袁分值提高跃 圆园 分视为野改善冶咱缘暂遥
员援圆援圆 杂孕耘悦栽 检查
采用首次通过法心室显像和门控心肌断层显
像遥 受检者晨起禁食袁口服过氯酸钾 源园园 皂早袁员 澡 后静
息状态下肘静脉野弹丸冶式注入 怨怨皂 锝原甲氧异腈渊怨怨皂栽糟鄄
酝藻贼澡燥曾赠 蚤泽燥遭怎贼赠造 蚤泽燥灶蚤贼则蚤造藻袁怨怨皂栽糟鄄酝陨月陨冤 怨圆缘 酝月择袁行首

定左室射血分数 渊造藻枣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藻躁藻糟贼蚤燥灶 枣则葬糟贼蚤燥灶袁
蕴灾耘云冤遥 观察心动周期 愿 帧原始图像袁选择心腔最大
和最小的 员 帧渊通常为第 员 帧和第 猿尧源 帧冤作为舒张
末期渊藻灶凿 凿蚤葬泽贼燥造蚤糟袁耘阅冤和收缩末期渊藻灶凿 泽赠泽贼燥造蚤糟袁耘杂冤
图像进行重建袁获得垂直长轴尧水平长轴尧短轴断层
图像曰对心脏短轴尧垂直长轴 耘阅尧耘杂 图像的 圆员 个节
段进行定量测定袁 计算机感兴趣区渊则藻早蚤燥灶鄄燥枣鄄蚤灶贼藻则鄄
藻泽贼袁砸韵陨冤为 源 伊 源 象素曰在 耘阅 图像上计算室壁各节
段计数 辕 象素的值除以室壁最大计数 辕 象素的值袁计算
各节段相对摄取率渊则藻造葬贼蚤增藻 怎责贼葬噪藻 则葬贼蚤燥袁砸哉砸冤曰节段

砸哉砸 低于正常值下限渊原圆泽冤但逸缘园豫为降低袁约 缘园豫
为缺损袁即野无活力冶心肌曰核素分布改善以 孕栽悦粤 或

悦粤月郧 术后节段相对摄取率增加逸圆缘豫为准遥 心肌
节段室壁收缩增厚率 渊泽赠泽贼燥造蚤糟 贼澡蚤糟噪藻灶蚤灶早 则葬贼藻袁杂栽砸冤
计算方法院杂栽砸 渊豫冤越咱渊耘杂 计数 辕 象素原耘阅 计数 辕 象
素冤 辕 渊耘阅 计数 辕 象素冤暂伊员园园遥 对每例患者以渊撞杂栽砸原
撞杂栽砸 术前 冤 辕 撞杂栽砸 术 前 袁 计算术前术后 杂栽砸 变化率

渊驻杂栽砸冤袁以渊蕴灾耘云 术后原蕴灾耘云 术前冤 辕 蕴灾耘云 术前 袁计算术
前术后 蕴灾耘云 变化率渊驻蕴灾耘云冤遥 选择心肌前壁 砸哉砸
正常尧降低尧缺损各 员 例袁重复测定 员园 次袁计算 杂栽砸
测定的变异系数 渊糟燥藻枣枣蚤糟蚤藻灶贼 燥枣 增葬则蚤葬贼蚤燥灶袁悦灾冤遥 杂栽砸
低于正常值但高于相应 悦灾 的节段为运动降低袁
杂栽砸臆相应 悦灾 的节段为无运动遥
员援圆援猿 悦粤郧 检查
心 肌 灌 注 显 像 后 员 周 内 采 用 允怎凿噪蚤灶泽 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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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飞等院杂孕耘悦栽 联合冠状动脉造影在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诊治中的作用

悦粤郧袁 按 杂藻造凿蚤灶早藻则 法置入 远云 动脉鞘管依次插入左

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轻度狭窄的病例袁杂孕耘悦栽 检查

注药袁造影过程中作连续心电和压力监测遥 悦粤郧 狭

中重度狭窄病例中袁杂孕耘悦栽 具有更高的阳性检出率

的阳性率为 源远援苑豫渊苑 辕 员缘冤袁 在狭窄程度超过 苑缘豫的

右冠脉造影管和猪尾造影管袁运用多平面投影冠脉

窄程度判断采用直径法遥 正常院 无狭窄或狭窄臆

怨猿援怨豫渊远圆 辕 远远冤袁与轻度狭窄组相比袁阳性检出率差

重狭窄院跃怨园豫 或完全闭塞遥

合 杂孕耘悦栽 三者之间的诊断敏感性尧 特异性和准确性

缘园豫曰轻度狭窄院缘园豫耀苑缘豫曰中度狭窄院苑缘豫耀怨园豫曰严
员援猿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越 园援园园苑冤遥 悦粤郧尧杂孕耘悦栽尧悦粤郧 联
指数见表 猿袁如将 悦粤郧 或者 杂孕耘悦栽 检查中任一项异

统计学方法

应用 杂孕杂杂员员援缘 统计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学处理袁

常视为阳性袁则 悦粤郧 联合 杂孕耘悦栽 的诊断准确性指数

计量资料数据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计数

要高于其他两组遥

在 孕悦栽粤 或 悦粤月郧 术前后袁 有 远缘 例均接受了

资料以率和百分比表示袁其中两组间均数的比较行
贼 检验袁率的比较采用 云蚤泽澡藻则 精确概率法或 字 检验遥

杂孕耘悦栽 检查袁其手术前后 杂栽砸 和 蕴灾耘云 变化与 杂粤匝

圆

状改善之间存在相关性遥

圆

评分关系见表 源袁 提示节段 杂栽砸 变化程度与临床症

孕臆园援园缘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结

果

表 员 愿员 例 悦粤阅 患者 悦粤郧 与 杂孕耘悦栽 诊断差异

员苑远 例患者中接受 杂孕耘悦栽 联合 悦粤郧 检查的有

栽葬遭造藻 员

员员猿 例袁其中 悦粤阅 愿员 例袁非 悦粤阅 猿圆 例曰在单独接受

结果的影响见表 圆袁病变部位间 杂孕耘悦栽 显像结果无

左前降支
左旋支
右冠状动脉
合计
表猿

阳性
远猿
园远
远怨

阳性
阴性
合计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遥 病变部位及狭窄程度对 杂孕耘悦栽

病变部位

杂孕耘悦栽 检查

悦粤郧 检查

悦粤郧 检查结果对比见表 员袁悦粤郧 较 杂孕耘悦栽 具有较高

栽葬遭造藻 圆

渊例冤

悦粤郧 葬灶凿 杂孕耘悦栽

悦粤郧 检查的 远猿 例中袁悦粤阅 缘苑 例袁非 悦粤阅 远 例遥 在
接受两者联合检查的 愿员 例 悦粤阅 患者中袁杂孕耘悦栽 和

表圆

阅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泽 蚤灶 愿员 悦粤阅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遭赠

阴性
员圆
园园
员圆

合计
苑缘
园远
愿员

悦粤阅 病变部位对心肌灌注显像的影响

渊例冤
悦粤阅 造藻泽蚤燥灶泽 葬灶凿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藻枣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燥枣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责藻则枣怎泽蚤燥灶 蚤皂葬早蚤灶早
轻度狭窄渊臆苑缘豫冤
中重度狭窄渊跃 苑缘豫冤
悦粤郧 检查
杂孕耘悦栽 阳性
悦粤郧 检查
杂孕耘悦栽 阳性
园苑
猿
猿源
猿猿
猿
员怨
员苑
园源
员
员猿
员圆
园源
苑
远远
远圆
员缘

悦粤郧尧杂孕耘悦栽尧悦粤郧 联合 杂孕耘悦栽 对 悦粤阅 诊断的敏感性尧特异性和准确性指数比较

栽葬遭造藻 猿

栽澡藻 泽藻灶泽蚤贼蚤增蚤贼赠袁 泽责藻糟蚤枣蚤糟蚤贼赠 葬灶凿 葬糟糟怎则葬糟赠 燥枣 悦粤郧袁 杂孕耘悦栽 葬灶凿 悦粤郧 垣 杂孕耘悦栽 蚤灶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悦粤阅
悦粤阅渊例冤
非 悦粤阅渊例冤
检查方法
敏感性渊豫冤
特异性渊豫冤
准确性指数渊豫冤
阳性
阳性
阴性
阴性
员圆怨
员
猿苑
悦粤郧
园怨猿援源
怨苑援源
怨源援猿
园怨
园远怨
猿
圆怨
杂孕耘悦栽
园愿缘援圆
怨园援远
愿远援苑
员圆
园愿员
源
圆愿
悦粤郧 联合 杂孕耘悦栽
员园园援园
愿苑援缘
怨远援缘
园园
表 源 手术前 杂栽砸 和 蕴灾耘云 变化与 杂粤匝 评分的关系
栽葬遭造藻 源
手术前后对比
吟杂栽砸
约员援园
逸员援园
吟蕴灾耘云
约源援园豫
逸源援园豫

栽澡藻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糟澡葬灶早藻泽 燥枣 杂栽砸 葬灶凿 蕴灾耘云 憎蚤贼澡 杂粤匝

无改善渊例冤

杂粤匝 评分
改善渊例冤

改善率渊豫冤

猿
园

员怨
源猿

园愿远援源
员园园援园

圆
员

员园
缘圆

园愿猿援猿
园怨愿援员

孕值
园援园园源
园援园愿缘

原员圆源原

猿

讨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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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引起的缺血袁因此具有特殊的临床价值咱员猿暂遥但与

论

悦粤阅 诊断发展经过症状学尧心电图尧酶学指标尧

超声心动图以及其他影像学诊断技术遥 其中每种检
查技术均具有其特点和优势袁但也有其限制和缺陷遥
在影像学技术中袁悦粤郧 技术是传统而经典的检
查技术袁因为可以直接提供有诊断和治疗价值的病
理解剖学依据袁所以最为常用且具有确诊价值遥 目
前国内外 悦粤郧 通常采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渊凿蚤早蚤贼葬造

泽怎遭贼则葬糟贼蚤燥灶 葬灶早蚤燥早则葬责澡赠袁阅杂粤冤技术袁具有密度分辨率

高尧操作简单尧方便尧安全等优点 遥 但临床中也经常
咱远暂

会出现临床确诊的 悦粤阅 患者 悦粤郧 检查是阴性袁即
具有典型的临床症状尧酶学和心电图变化袁但 悦粤郧

未能发现明显的血管狭窄和梗阻遥 一般认为造成这
种结果的原因包括院淤悦粤郧 分辨最小血管解剖结构

为 员援园耀员援缘 皂皂袁 对于心肌微小血管病变 渊 主要是

圆园耀缘园 滋皂 中小微血管冤 则不能显示 袁而对于 圆 型
咱苑暂

糖尿病尧高脂血症等引起的 悦粤阅 患者中袁其微小血

管病变具有较高比例曰于部分慢性高血压患者袁常会
存在冠状动脉的储备功能减低和小冠脉血管阻力增
高袁导致小动脉袁尤其是毛细血管前小动脉壁增厚袁

从而引起心肌缺血 曰盂部分冠状动脉痉挛尧一过性
咱愿暂

狭窄的患者袁悦粤郧 结果也往往是阴性 遥从本研究中
咱怨暂

也证实存在一定比例的 悦粤郧 阴性的 悦粤阅 病例遥 因

悦粤郧 相比袁心肌灌注断层显像诊断 悦粤阅 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并无优势袁 其原因包括非冠脉血管原因造成
心肌灌注或者葡萄糖摄取下降袁 如心肌炎尧 心肌病

等袁从而降低了诊断特异性咱员源暂曰而如果冠状动脉狭窄
程度较轻袁不至于影响到局部心肌的血流灌注袁心肌
灌注显像的诊断敏感性会有所降低 咱员缘暂袁本组资料中

也发现对于冠脉狭窄程度低于 苑缘豫的病变区域袁
杂孕耘悦栽 敏感性低于中重度狭窄区域曰但是如果是三

支病变袁因普遍血流下降袁单纯心肌灌注显像会低估
心肌缺血袁加扫门控会减低漏诊或误诊曰另外显像技
术本身敏感性和图像分辨率等技术原因也可能造成
诊断敏感性的下降咱员远暂遥

从 悦粤郧 和 杂孕耘悦栽 显像技术原理分析袁 两者应

该具有互补作用袁尤其 杂孕耘悦栽 可以从病理生理角度

来反映冠脉微小血管病变所引起的心肌低灌注袁从
而可以弥补 悦粤郧 的不足咱员苑暂袁但就其相关临床应用的

报道较少遥 分析本组同时完成 悦粤郧 和 杂孕耘悦栽 的

员员猿 例疑似 悦粤阅 的检查结果袁可以发现如果将 悦粤郧
和 杂孕耘悦栽 两者中任一项异常就诊断为阳性袁两者联

合检查的准确性指数会较单一 悦粤郧 或者 杂孕耘悦栽 检

查增高遥 这证实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如果综合考虑
两者检查结果袁可以带来更为确切的诊断效果遥

同时由于 杂孕耘悦栽 的无创性尧可重复性和记录数

此单纯从诊断角度而言袁仅根据 悦粤郧 结果可能导致

据的连续性袁它已初步成为 悦粤阅 患者术后随访的重

存在明显的狭窄袁其供应区域心肌缺血的情况还是

指导进一步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咱员愿暂遥 本研究对 远缘 例

心肌灌注断层显像是 员怨苑猿 年起开始应用于临

结合 杂粤匝 评分结果袁 发现吟杂栽砸 和吟蕴灾耘云 与疼痛

少数病例的漏诊遥但理论上如果 悦粤郧 确定冠状动脉
普遍存在的袁这也支持 悦粤郧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遥
床袁最初采用

栽造 心肌灌注显像

圆园员

袁目前已成为公

咱员园暂

认的诊断 悦粤阅 可靠的无创性检测方法袁其运动试验

心肌灌注显像诊断冠心病的敏感性平均为 愿怨豫袁特
异性为 愿园豫

遥 而近年来一般采用

咱员员暂

心肌显像袁 其与
确性是相近的

栽糟 标记 酝陨月陨

怨怨皂

栽造 心肌灌注显像检测 悦粤阅 的准

圆园员

遥 随着多探头 杂孕耘悦栽 的应用袁门控

咱员圆暂

要手段袁这对于客观反映手术效果袁预测疾病发展尧
悦粤阅 患者在术前术后 杂孕耘悦栽 数据进行了分析袁同时
改善评分具有相关性袁也证实 杂孕耘悦栽 相关指标能够
反映临床症状的变化遥

总之袁本研究认为将 悦粤郧 与 杂孕耘悦栽 联合运用袁

可以提高临床 悦粤阅 诊断的准确性袁便于指导进一步

治疗曰 而且 杂孕耘悦栽 对于行 孕栽悦粤 或 悦粤月郧 的 悦粤阅
术后随访也具有重要价值遥

心肌断层显像逐步被应用于临床遥 它可以同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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