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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和冠状动脉造影对心肌桥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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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 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和冠状动脉造影对心肌桥诊断的价值遥 方法院 员园猿 例临床疑诊冠心病的患者同时行 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和冠状动脉造影袁比较两者对心肌桥的诊断结果遥 结果院员园猿 例患者中袁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检出肌桥 圆愿 例袁检出率
圆苑援圆豫袁冠状动脉造影检出肌桥 员远 例袁检出率 员缘援缘豫遥 两种方法同时检出肌桥 员圆 例袁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独立检出肌桥 员远 例袁冠状

动脉造影独立检出肌桥 源 例遥 两种方法所检出的肌桥均位于左前降支遥 悦栽 检出肌桥血管合并粥样硬化 圆猿 例袁斑块的性质分别

为钙化斑块 缘 例尧混合斑块 员圆 例尧非钙化斑块 远 例遥 冠状动脉造影检出肌桥血管合并粥样硬化 员圆 例遥 两种方法检出的肌桥血

管合并粥样斑块的位置均位于肌桥前段血管遥 悦栽 成像对肌桥的检出率较高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且对诊断肌桥合并粥样斑块有优势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对肌桥的检出率较高袁对肌桥合并粥样硬化斑块的诊断也有优势袁尤其是对粥样斑块性质的判
断袁是临床诊断心肌桥的首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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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桥是指覆盖于某段冠状动脉表面的心肌纤
维束袁被心肌桥所覆盖的血管袁称为壁冠状动脉 咱员暂遥
近年来研究表明心肌桥在心律失常尧心绞痛尧心肌缺
血甚至猝死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咱圆暂遥 本研究总结江
苏大学附属武 进医院 圆园员园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怨 月
员园猿 例患者的 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和冠状动脉造影资
料袁探讨两种方法对心肌桥的诊断价值遥
员 资料与方法
员援员 资料
收集 圆园员园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怨 月临床疑诊为冠
状动脉病变而行 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和冠状动脉造影
的患者 员园猿 例袁男 远远 例袁女 猿苑 例袁年龄 源员耀愿员 岁袁
平均渊远猿援源源 依 愿援怨源冤岁遥 患者有胸痛尧胸闷尧心悸尧胸
口不适等临床症状遥 两项检查时间间隔 员 个月内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的检查方法
监测心率袁对心率跃 苑园 次 辕 皂蚤灶 者检查前 远园耀
怨园 皂蚤灶 给予口服倍他乐克 圆缘耀苑缘 皂早遥经肘静脉穿刺
置入 圆园 郧 留置针袁给予舌下含服硝酸甘油 缘 皂早遥 用
西门子 杂藻灶泽葬贼蚤燥灶 远源 层螺旋 悦栽 机袁先进行钙化积分
扫描袁一次屏气下从气管隆凸下 员 糟皂 扫描至膈肌下
员 糟皂遥 使用 哉造则蚤糟澡 高压注射器袁以 缘 皂造 辕 泽 的速率注
射非离子型对比剂优维显渊猿苑园 皂早陨 辕 皂造冤愿园 皂造遥 选择
气管隆突层面的胸降主动脉监测对比剂的 悦栽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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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缘鄄远苑怨鄄园猿

值遥 当峰值达 员园缘 匀怎 时袁自动触发扫描袁延迟 源 泽 后
采集增强图像袁 范围同钙化积分扫描遥 检查条件院
员圆园 噪灾袁远愿园 皂粤泽袁扫描层厚 园援远 皂皂袁螺距 园援圆源遥 将增
强扫描所得数据在 砸鄄砸 间期间隔 缘豫进行重建袁重
建层厚 员援园 皂皂袁 间隔 园援怨 皂皂袁 范围为 砸砸 间期 园耀
怨缘豫遥 使用西门子 杂赠灶早燥 酝酝宰孕 灾耘圆猿粤 后处理工作
站袁进行容积再现尧多平面重组尧最大密度投影以及
曲面重组等处理袁 选取成像质量得分最高的图像用
于诊断遥图像质量评分采用 缘 级评分法咱猿暂院缘 分为无伪
影袁图像清楚曰源 分为轻度伪影袁仅主干某一段轻微模
糊袁诊断不受影响曰猿 分为中等伪影袁某一支冠状动
脉主干的 员 辕 圆 以上模糊袁 但可以诊断袁 轴位图像模
糊袁但重建图像可以诊断曰圆 分为严重伪影袁某一支
冠状动脉全长模糊不清或不连续袁诊断受限曰员 分为
血管不能识别袁不能用于诊断遥由 圆 名有经验的医师
完成诊断遥
心肌桥的诊断标准为院 直接显示冠状动脉节段
性被心肌完全或不完全包绕袁且该段血管的近尧远段
走行在心外膜脂肪组织中咱源原缘暂遥 诊断中将冠状动脉某
段走行于两侧心肌之间尧 表面没有明显心肌覆盖的
病例也纳入心肌桥的范畴遥
员援圆援圆 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方法
使用西门子 粤则贼蚤泽 扎藻藻早燥 多轴 阅杂粤 进行检查遥
采用 杂藻造凿蚤灶早藻则 技术经皮穿刺桡动脉或股动脉袁将导
管先后选择性插至左尧右冠状动脉袁进行多个体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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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影剂注射观察遥 左冠状动脉采用左前斜 垣 头位尧
右前斜 垣 头位尧左前斜 垣 足位尧右前斜 垣 足位尧头
位等角度造影曰右冠状动脉采用左前斜尧右前斜尧头位

等角度造影遥 每次注入优维显渊猿苑园 皂早陨 辕 皂造冤缘耀员园 皂造袁
多角度投照袁动态观察袁采集影像遥 检查结果由 圆 名
有经验的心内科医生判定袁意见不同时经讨论后作
出诊断遥

心肌桥的诊断标准为院至少 员 个投照体位发现冠
状动脉于收缩期管腔狭窄或显影不清袁 甚至不显影袁
而舒张期管腔正常袁显影清晰袁呈现野挤奶现象冶咱远暂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学处理采用 杂孕杂杂员员援园 软件分析遥 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计数资料

采用配对四格表 字圆 检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员园猿 例患者中袁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检出心肌桥
圆愿 例袁检出率 圆苑援圆豫袁冠状 动脉造影检出心肌桥
员远 例袁检出率 员缘援缘豫袁其中两种方法同时检出心肌
桥 员圆 例袁悦栽 独立检出心肌桥 员远 例袁 冠状动脉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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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检出心肌桥 源 例遥 两种方法所检出的心肌桥均

位于左前降支遥 悦栽 检出心肌桥血管合并粥样硬化
圆猿 例袁斑块的性质分别为钙化斑块 缘 例尧混合斑块

员圆 例尧非钙化斑块 远 例遥 冠状动脉造影检出心肌桥
血管合并粥样硬化 员圆 例遥两种方法检出的粥样斑块

均位于心肌桥前段血管渊图 员冤遥 悦栽 成像对心肌桥的
检出率高于冠状动脉造影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且对心肌桥血
管合并粥样斑块的诊断也有优势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猿

讨 论
心肌桥是一种常见的冠状动脉解剖变异袁 对冠

状动脉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遥 冠状动脉造
影是诊断心肌桥的传统方法袁通过多角度尧连续动态
地展现壁血管收缩舒张情况袁 对壁血管进行准确的
收缩期狭窄测量袁 对于重度狭窄病例还可以进行治
疗袁一度被认为是心肌桥诊断的金标准遥文献报道中
心肌桥的检出率差异较大渊园援缘豫耀圆援缘豫冤袁低于尸检
发现率渊员缘豫耀愿缘豫冤咱缘袁苑暂遥本研究冠状动脉造影心肌桥
检出率为 员缘援缘豫袁 低于 悦栽 成像对心肌桥的检出率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院
淤检查者采用的投照体位尧 技术熟练度以及药物的

粤

月

悦

粤院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显示左前降支中段血管被心肌覆盖渊白箭冤袁心肌桥前段血管多发粥样斑块袁管腔狭窄渊黑箭冤曰月袁悦院冠状动脉造影显示

左前降支中段心肌桥袁呈寓挤奶现象寓渊白箭冤袁心肌桥前段血管粥样病变袁管腔重度狭窄渊黑箭冤遥

图 员 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和冠状动脉造影诊断心肌桥
表员
诊断类型
心肌桥
心肌桥伴粥样斑块

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和冠状动脉造影对心肌桥及粥样斑块的诊断
检出例数
冠状动脉造影
员远
员圆

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
圆愿
圆猿

渊灶冤
孕值
园援园员圆
园援园园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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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刚等院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和冠状动脉造影对心肌桥的诊断

使用影响了心肌桥的检出率曰于野挤奶现象冶作为壁

能准确显示斑块位置尧斑块与肌桥的关系袁是临床无

冠状动脉的直观表现袁需要心肌桥达到一定厚度尧一
定收缩力度时才能被发现袁反之易漏诊曰盂动态情况

创性诊断心肌桥的首选方法遥

下观察对小分支血管的薄层心肌桥漏诊率较高袁如
果注射造影剂时压力较大袁可以扩张部分轻度狭窄

咱员暂

的管腔袁而不是反映生理状态下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曰
榆心肌桥前段管壁的粥样斑块引起管腔狭窄袁限制

了舒张期通过壁血管的血流量袁使心肌桥野挤奶现
象冶并不明显咱愿暂遥

本研究发现袁多数心肌桥血管合并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袁病变部位位于心肌桥前段遥 这一结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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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 心肌 桥诊 断 中的 价 值咱允暂援 临 床心 血 管 病 杂 志袁
圆园园怨袁 圆缘渊圆冤院员圆愿原员猿员

匀燥泽贼蚤怎糟 杂袁悦怎则糟葬 郧悦袁阅藻则皂藻灶早蚤怎 阅袁藻贼 葬造援 酝燥则责澡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糟澡葬灶早藻泽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澡藻皂燥凿赠灶葬皂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皂赠鄄
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遭则蚤凿早藻泽 蚤灶 泽怎凿凿藻灶 糟葬则凿蚤葬糟 凿藻葬贼澡咱允暂援 栽澡燥则葬糟 悦葬则鄄

咱猿暂

心肌桥前段冠状动脉更易发生粥样硬化袁原因可能
为心肌桥收缩导致邻近血管壁张力增加袁血流速度
减慢尧涡流产生袁损伤该处血管内膜袁致内皮细胞表
面粗糙袁形成虫啄样缺损袁进而内皮细胞从基膜上脱
落袁血小板聚集于裸露的基膜袁进一步导致斑块甚
至血栓形成咱怨原员园暂遥此外本研究在对 悦栽 图像的观察中
发现袁部分血管走行于两侧心肌之间袁表面没有明
显心肌覆盖袁依然将其纳入心肌桥范畴遥根据 云藻则则藻蚤则葬
等咱员员暂对心肌桥的野浅表型冶与野纵深型冶两种分类袁认
为此类心肌桥属于野浅表型冶遥
悦栽 成像已成为冠状动脉无创性检查的重要手
段袁弥补了冠状动脉造影的有创性尧射线量大尧检查
费用高等不足咱员圆暂遥悦栽 通过容积再现尧多平面重组尧最
大密度投影以及曲面重组等处理袁不仅可以显示血
管的形态和走向袁而且可以直接显示位于心肌内的
壁冠状动脉袁提高了心肌桥检出率遥 本研究有 源 例
造影诊断心肌桥而 悦栽 未检出袁 考虑原因在于图像
质量院由于 远源 层螺旋 悦栽 时间分辨率达不到在所有
时相上都能清楚显示冠状动脉结构的要求袁清楚的
图像需通过重建心脏运动幅度较小时所对应的时相
数据取得遥 一般而言平均心率跃 苑园 次 辕 皂蚤灶 的患者袁
图像最佳重建时相多为 猿园豫耀 源园豫 砸砸 间期袁 此时
心脏多处于收缩期曰当心脏处于舒张期时对应的重建
时相多为 远园豫耀苑缘豫 砸砸 间期袁 而此期却是心率小于
苑园 次 辕 皂蚤灶 的患者可用于重建图像的首选时相咱员猿暂袁部
分野浅表型冶心肌桥患者此时相的图像质量较好袁但
对壁冠状动脉的显示不及收缩期袁悦栽 成像不易检
出遥 也正因此袁在评估壁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方面冠
状动脉造影依然具有优势遥
综上所述袁悦栽 冠状动脉成像对心肌桥的检出率
较冠状动脉造影高袁对心肌桥合并粥样硬化斑块的
检出率也较高袁对硬化斑块性质的判断有独特优势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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