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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造影 通过静脉注射造影剂后 ,行

血管重建成像 。其优点为可形成类似造影的图像 、可从不同

角度显示血管结构 、较直观地显示脑血液循环情况等 。

能显示两侧颈总动脉 、颈内动脉的颅内及颅外段 、椎动脉和

基底动脉全程 、大脑中动脉 、大脑前动脉和大脑后动脉主干

及主要分支 。 局限性 虽能显示整条血管和骨性结构 ,

但不能反映血流速度和血流量 。由于部分容积效应和噪声

的影响 ,其空间分辨率低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显示

颅内细小血管不理想 ,不能分辨细小血管的血流方向 。

目前 ,评价侧支循环的 “金标准 ”还是 。尽

管临床很少为了解侧支循环而做 ,但介人治疗和颈动

脉手术之前进行 评价是必须的 。通过 可以全面

反映侧支代偿的来源 、代偿血流的方 向和速度 、侧支代偿 的

覆盖范围等 。但要想达到此 目的 ,在进行 检查时应注

意 个问题 显示血管的数量要完整 ,即 支脑供血动脉

均要显示 ,这样有助于了解提供侧支代偿血管的所有来源 、

途径和数量 。 显示血管 的时相要 完整 , 即完整地反映

的动脉期 、实质期和静脉期 ,这有助于充分了解侧支代

偿的速度 、范围 ,这一点在评价颅内侧支代偿时尤为重要 。

当然 , 反映侧支循环也受诸多因素影响 ,如造影剂的浓

度和用量 、注射造影剂时的压力 、导管选择的血管水平等因

素 ,都会影响到血管末梢的显示 。 的局限性 由于

血管狭窄形状与成像投影 角度 的关系 ,可 以造成假阴性 。

插管和注射药物过程可能造成血管痉挛 ,甚至血管损伤 。

动脉重度狭窄和闭塞后 , 不能显示血管远端情况 。

属有创性检查 ,价格昂贵 ,一般患者不易接受 。

评估侧支循环的临床意义

解释脑缺血症状和体征 颅内 、外动脉狭窄或闭塞患

者的病变动脉供血区脑组织缺血 ,可出现脑梗死和软化 。但

由于侧支循环的存在 ,梗死是否出现 、梗死面积的大小以及

临床症状的轻重有很大的可变性 ,能否迅速建立有效的侧支

循环 ,在该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因此 ,神经科医师对缺血

性脑血管病的患者 ,不能仅行常规头颅 或 检查确

定有无脑梗死 ,要利用可行的检测方法 , 了解患者是否存在

颅内 、外动脉狭窄或闭塞 、是否有侧支代偿 、侧支循环的途径

和代偿能力如何 ,为解释脑缺血症状和体征提供客观依据 。

特别是在神经科门诊就诊的许多颅内 、外动脉狭窄或闭塞的

患者 ,无明显缺血症状 无症状性狭窄或闭塞 或仅有头痛 、

头晕等非特异性症状 ,如果不进行 和血管影像学检查 ,

很容易漏诊或误诊而延误治疗的时机 。

选择治疗方案 颅内 、外动脉狭窄或闭塞治疗方法 ,主

要有内科药物治疗 、动脉内支架成形术及颈动脉内膜切除

术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 ,在治疗前均应进行全面的脑储备能

力评估 ,其中侧支循环评估是必不可少的 。如患者有足够的

侧支循环代偿 ,则优先考虑药物治疗 而对侧支循环代偿能

力不佳的患者 ,要结合其他临床情况综合分析后 ,才能确定

是否行介人或手术治疗 。 如不进行侧支循环评估 、不找出与

缺血症状相关的责任动脉 、不能确定受益大于风险 ,绝对不

能盲目进行介人或手术治疗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

颈动脉手术前评估 目前 ,正在逐步开展涉及颈动脉

的各类手术 ,包括结扎 、切除 、重建 、修补等 ,针对颈动脉外伤

急性大出血 、颈动脉体的良性或恶性肿瘤 、或累及颈动脉的

良性或恶性肿瘤的处理 。这些手术要临时或永久阻断一侧

颈总动脉和 或 颈内动脉 。如果颅内侧支循环代偿不好 ,在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突然阻断一侧颈总动脉或颈内动脉 ,直

接行肿瘤和受累颈总动脉 、颈内动脉切除 ,将会引起严重并

发症甚至死亡 。因此 ,颈动脉手术前准确评估颅内侧支循环

代偿状况 ,明确患者对颈动脉阻断的耐受性至关重要 。

评价药物疗效 环的完整性和发育的均衡性是

先天生成 、个体所固有的 , 目前的科学水平不能对其进行干

预 ,故在临床缺乏治疗意义 。既往认为 ,二级侧支循环也是

个体固有 、不能人为干预的代偿途径 。作为三级侧支代偿 ,

新生血管形成是人们对脑血管储备能力的进一步认识 。据

报道 ,尤瑞克林能通过选择性扩张病灶区微小动脉等机制 ,

改善脑缺血区域的微循环 ,促进新生血管形成及侧支循环开

放 ,并且能够调节脑组织的代谢功能 。我国一类新药丁苯酞

恩必普 能加快小血管内血流速度 、扩张软脑膜动脉和促进

新生血管形成 。所以 ,临床上如何使用这些药物来促进二 、

三级侧支循环的建立 ,则是缺血性脑血管病治疗的新亮点 。

虽然 ,尤瑞克林等药物对脑血管储备的改善已得到动物实验

证实 ,但 临床研究 尚少 ,需大样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 。

和多种影像学技术 ,也将会提供更多佐证 。

评估预后 大量临床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侧支循环开

放级别的升高 ,脑梗死的数量和容积显著减少 。如果缺乏侧

支循环 ,则脑卒中风险和严重程度会显著增加 。无侧支循环

者同侧脑卒中年风险为 ,存在 条侧支循环 者为

,存在 条侧支循环者仅为 。据报道 ,侧支循

环对脑卒中复发也有显著影响 。当血管狭窄程度在 一

时 , 有侧 支循环 开放 的患 者 , 年脑卒 中复发 率 为

,而无侧支循环开放的患者为 。这一结果提

示 ,没有或较少的侧支循环开放 ,是脑卒中复发的独立危险

因素 ,说明侧支循环建立对脑卒中复发是一种保护机制 。

思考题

颅内外动脉侧支循环分 级 ,分别是什么

颅内外动脉侧支循环功能的评估方法有几种

评估侧支循环的临床意义有哪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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