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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影像技术评价冠脉功能改变对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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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管腔狭窄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达 95%，但包括远段细小血
管及侧枝血管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下降至 81%和 82%。
CTCA 可检测出 80% 2 型糖尿病合并的无临床症状的冠脉病
变（其中阻塞性病变为 26%，非阻塞性病变为 54%）[5，6]。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寿命的延长，糖尿病，特别

此，CTCA 用于 2 型糖尿病患者群冠脉病变的筛选有较大价

是Ⅱ型糖尿病的患病率逐年增加，据统计全球已有超过 2 亿

值，但不能评价冠脉病变的功能改变，即冠脉病变是否引起

的Ⅱ型糖尿病患者。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

心肌血供异常，同时对冠脉“临界”病变、三级以下冠脉微

相比,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的发病率和

血管病变及严重钙化斑块等评价均存在局限性。

病死率提高了 2～4 倍[1]。融合影像技术对 2 型糖尿病患者早

2.2

期诊断冠心病的研究成为热点。

脉及分支狭窄性病变及严重程度。随着对冠脉血流动力学及

1 评价 2 型糖尿病冠脉功能改变的临床意义

CAG CAG 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可直观评价冠

病理生理学的深入研究,单纯 CAG 已不能满足临床对冠脉狭
窄性病变解剖特征和生理功能评价的需要。CAG 的 TIMI 心

有报道，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时，病变冠脉支数、冠脉

肌灌注分级（TIMI myocardial perfusion grades，TMPG）已用

病变弥漫程度、重度冠脉狭窄、左主干病变及微血管病变等

于临床，该技术以染料为对比剂，观察其在心肌的灌注与清

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者[2]。已成共识的是，冠心病的

除，被称为“心肌血管造影术”，用于识别冠脉病变严重程

发生是 2 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重要标志，冠状动脉弥漫性

度，可对急性胸痛患者进行危险分层等。心肌血流储备分数

病变（简称冠脉病变）是 2 型糖尿病致死的首要原因。同时，

（myocardi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FRmyo）是评价冠脉血流

微血管病变引发自主神经损伤，对心肌缺血引发的心绞痛痛

的新指标，其通过计算压力导丝测得的冠脉狭窄远端压力与

觉阈值明显增高，致 2 型糖尿病患者更易发生无痛性心肌缺

由指引导管同步测定的主动脉压力比值获得，可检测单个血

血或心肌梗死，因此，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常起病隐匿, 病

管狭窄性病变。Sahinarslan 等[7]将 FFRmyo 用于糖尿病合并冠

情进展较快, 当发现时冠脉病变所导致的心肌缺血已相当严

心病评价的临床应用中，发现其局限性是糖尿病血管病变限

重

[3，4]

。早期对 2 型糖尿病进行冠脉病变和心肌血供的功能

制冠脉获得最大血流，从而低估了 FFRmyo 的测定值。同时，

评价，对及时发现和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降低心脏

CAG 是有创性诊断手段，患者依从性较差，限制其广泛临床

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应用。

2 临床常用的检查和评价冠脉病变和功能的方法及局限性

2.3

MPI

MPI 直观显示冠脉病变导致的心肌血流灌注异常

和心肌细胞功能改变，是诊断冠心病重要的无创性评价手段。

准确诊断冠心病应涵盖了对冠脉病变和心肌血流灌注两

Giri 等[8]的多中心研究，对 4755 名研究对象（其中 20%为糖

方面的评价。目前，临床用于评价冠脉病变的解剖影像方法

尿病患者）行负荷 MPI 后随访 2.5 年，结果发现：负荷 MPI

有 ： CT 冠 状 动 脉 成 像 （ computed tomography coronary

异常在 2 型糖尿病和非糖尿病患者群均为严重心脏事件的独

angiogra- phy，CTCA）和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angiography，

立预测因素；如果负荷 MPI 正常，无论有无糖尿病，未来不

CAG）。用于评价心肌血流灌注和心肌细胞活性的功能影像

良事件的发生率都较低，但 2 型糖尿病的这一低危期要短于

方法有：利用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SPECT）或正电子

非糖尿病患者群。Kang 等[9]对 1271 名可疑或确诊冠心病的糖

发射型计算机断层（PET）完成的心肌灌注成像（myocardial

尿病患者的研究，证实负荷 MPI 在糖尿病患者群中对心肌梗

perfusion imaging，MPI）。可以了解冠脉解剖和功能的有磁

死和心脏性死亡事件具有增量的预后判断价值。 MPI 的局限

共振冠状动脉成像（coronary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性在于无法显示导致心肌血供异常的病变冠脉的解剖形态学

CMRA）。

改变[10]。

2.1

CTCA

CTCA 可直观显示冠脉及其分支血管内病变情

2.4

CMRA

该技术具有无创性、无电离辐射、可识别急性

况，包括：冠脉斑块（钙化斑块或脂质斑块）及管腔狭窄的
部位与程度等解剖形态学信息。国外研究报道 CTCA 检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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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冠脉再灌注后的微血管阻塞，定量测定心肌瘢痕和

更强大的工具[16]。目前 PET/MRI 在脑神经受体、软组织肿瘤

存活心肌等优点。但文献报道，CMRA 在显示冠脉狭窄性病

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冠脉和冠心病诊断的报道

变与多排螺旋 CT 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对各主干远段管腔狭

较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窄的判断受观察者主观影响使准确性较低

[11,12]

。同时，价格

4.3

SPECT/CT

利用 SPECT 获得 MPI 已有近 40 年的临床

昂贵、脉冲序列、活动补偿以及新型对比剂的应用等方面的

应用经验，与冠脉 CTCA 图像融合，可为冠心病诊断提供更

限制，目前仍没有一种 CMRA 技术可广泛推广应用。

多信息。Gaemperli 等[17]和 Schenker 等[18]报道了 SPECT/CT

临床实践证实：CTCA、CAG、MPI、CMRA 等技术从不

融合影像在冠心病，特别在微血管病变引发心肌缺血的诊断

同层面评价冠心病的成因和结果，是诊断冠心病不可或缺的

价值，发现 1/3 患者的 SPECT/CT 融合图像比单独应用 MPI

元素，但单独应用任一影像技术用于冠心病的准确评价均存

和 CTCA 可提供更多的诊断信息。据统计，在美国每年有超

在该技术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过 1 000 万人，而欧洲每年每百万人中大约 761 人接受 MPI

3 医学影像技术的“革命”，即融合影像技术问世
随着临床对疾病研究的深入，促使医学影像技术进行再
次“革命”，融合影像技术问世。融合影像技术是多种影像
（如 SPECT 与 CT，PET 与 CT，PET 与 MRI 等）的集合体，
弥补单一影像应用的局限性。融合影像技术分 2 类：一类为

SPECT 检查[19]。MPI SPECT 广泛应用使 SPECT/CT 融合影像
技术前景广阔；SPECT/CT 融合显像与前 2 种融合影像技术相
比，技术最成熟、操作最简便、价格最低廉，应用最广泛。
因此，以下主要介绍 SPECT/CT 融合影像的临床应用。
5 融合影像技术诊断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临床价值

异机图像融合，是基于软件平台的融合，即通过计算机融合

在Ⅱ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诊断中关键是确定“功能相关

软件将不同设备采集到的脏器影像（例如 CTCA 和 MPI）整

冠 脉 病 变 ” 。 “ 功 能 相 关 冠 脉 病 变 （ functionally relevant

合成三维一体图像；另一类为同机图像融合，是基于硬件平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FRCAL）”[20]，是近年提出的概念，

台的融合，即将 2 种设备整合在同一机架内，同机采集的脏

即指引起相应供血区域心肌血供异常（心肌缺血或心肌梗

器影像（例如 CTCA 和 MPI），经计算机软件整合成三维一

死）、功能改变的冠脉病变，真正揭示了冠脉病变与缺血心

体图像。目前，这 2 类设备均已在临床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

肌之间的关系（图 1）。

[13]

用

。

2 型糖尿病冠脉血管病变弥漫，既有大血管病变，亦有微

融合影像技术的特点和优势：可同时“捕获”病变的功

血管病变，冠脉斑块类型亦既有钙化斑块，亦有脂质斑块，

能信息和解剖信息，利于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现更多异

且不是所有冠脉病变均引起心肌血流灌注异常；针对Ⅱ型糖

常信息，利于早期诊断疾病。融合影像技术实现了一站式诊

尿病合并冠心病在成因和结果上的复杂性，单一的解剖或功

断，意义在于：打破以往各学科之间、多种影像技术之间的

能影像技术均不能满足同时获得冠脉血管病变和心肌血供异

界限，实现多影像技术“优势互补”，提高对疾病诊断的及

常之间的相关关系，即无法准确判断 FRCAL。

时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4 融合技术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应用

融合影像技术对“FRCAL”的检测能力，可满足诊断 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既要评价冠脉病变也要评价心肌血供的
要求。近年研究显示：MPI/CTCA 融合影像在评价 2 型糖尿

4.1 PET/CT 利用 PET 设备获得的心肌灌注显像（MPI）或

病微血管病变引起心肌缺血和冠脉病变关系方面具有独特诊

心肌代谢显像（MMI）与 CT 冠脉成像（CTCA）融合，是一

断价值，同时，作为制订 2 型糖尿病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

种评估 CAD 患者局部心肌血流灌注和细胞代谢以及冠脉病变

及冠脉血管重建术疗效评估的重要手段[21，22]。

的有效方法，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明显提高图像质量和诊

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23]，将 MPI 结合 CAG 作为参考标

断能力，有利于对冠脉分支血管和微血管导致的心肌缺血进

准，MPI/CTCA 融合显像诊断心肌血流灌注异常的敏感性和

行评价。Sampson 等[14]对 64 名患者行 Rb-82 PET/CT 显像诊

特异性为 100%；更重要的是，发现 76%施行了冠脉血管重建

断冠心病的研究显示：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3%和 83%。

术后的冠脉供血区域与心肌缺血无关，提示心肌缺血并非都

对无症状糖尿病合并冠心病者可利用 PET/CT 分子技术识别

是冠脉大血管病变所致。2 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通过

冠脉钙化斑块，利于冠心病的检出[15]。但是 PET/CT 设备和

MPI/CTCA 融合显像准确判断冠脉病变部位、严重程度和心

检查费用昂贵，显像剂需有回旋加速器生产，操作复杂，且

肌血流分布异常之间的对应关系，可授益于冠脉血管重建术

半衰期短等限制临床的广泛应用。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降低医疗风险和医疗费用。另一方面，2

4.2 PET/MRI PET/MRI 可获得较 PET/CT 更高软组织分辨

型糖尿病在冠脉血管重建术，特别是冠脉内支架术后，仍有

率的图像，提供 PET 和 MRI 融合图像，是国外近年研究的热

较高的再次血运重建率和其他严重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因此，

点。MRI 提供的功能数据（DWI、PWI、MRS 等）能与 PET

融合影像技术可有效的评价冠脉血管重建术疗效及对术后发

提供的代谢数据结合，为分子影像的科研和临床应用提供了

生胸痛进行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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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机 SPECT/CT 获得的 MPI/CTCA 融合图像

患者，男性，52 岁，8 年前因“心绞痛”发作，于当地医院就诊，既往有糖尿病史 1 年余；冠脉造影示左前降支近中段狭
窄性病变，行冠脉支架术（前降支内放置 1 枚支架）。4 年前因心前区不适再行冠脉支架术（前降支内放置 1 枚支架）；近 1 年
多次发生活动后心前区不适、疼痛等症状，又行冠脉支架术（前降支内放 3 枚支架）。术后 10d 来患者症状无明显改善，临床无
法解释原因，为进一步明确诊断申请行 MPI/CTCA 融合显像。A～D. CTCA 示：左前降支分支—间隔支，管腔通畅，无明显狭
窄和斑块（黄箭头示）；左前降支主干自近段连续 5 个支架，支架内通畅（粉箭头示）；E.图 MPI：左心室前壁偏前间隔部位心
肌内呈“可逆性”放射性缺损（红箭头示），提示该部位心肌明显缺血；F～G.图为 MPI/CTCA 融合示：左心室前壁偏前间隔心
肌缺血区，与左前降支分支—间隔支密切相关（绿箭头示）；黄色箭头所示为间隔支。提示：左心室前壁偏前间隔心肌缺血为间
隔支异常所致，经 MPI/CTCA 融合显像确定左前降支的分支—间隔支病变为“功能相关冠脉病变”，而非左前降支病变。

当今，心血管疾病的诊疗越来越依赖于解剖和功能影像
的融合图像[24，25]。尽管融合影像技术给医学界带来一抹曙光，
但 SPECT/CT 诊断冠心病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其软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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