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经、精神疾病的动脉血质子自旋标记灌注成像研究

夏喜斌， 谭长连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放射科，湖南 长沙 410011）

【摘要】 磁共振动脉血质子自旋标记(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灌注成像是将反转脉冲标记的动脉血质子作为内源

性示踪剂、无创性的观测血流灌注，能够对脑血流量进行测量，提供血流动力学方面的信息。 该技术无创、无需注射

造影剂或放射性物质，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均较正电子发射体层摄影高。 已经用于一些神经、精神疾病的检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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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gnetic resonance perfusion imaging of 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 is a non-invasive technique to measure
the blood perfusion using the reverse pulse labeling arterial blood as an endogenous tracer to measure cerebral blood flow
and provide hemodynamic information. These techniques provide better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than positron-emis-
sion tomography (PET) and are entirely noninvasive, requiring no injection nor radiation. ASL has been used to examine
and research some neurological and psychiatr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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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灌注成像 (perfusion 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PWI) 可反映组织的微血管分布及血流灌注情况，提

供血流动力学方面的信息。 根据成像原理分为三种类型，即

造影剂首过灌注成像、血氧水平依赖成像和动脉血质子自旋

标记(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成像技术。 造影剂首过灌注成

像必须采用造影剂，目前应用最多，最广 [1]，血氧 水 平 依 赖 成

像技术主要用于脑功能区定位研究 [2]，ASL 是将反转脉冲标

记的动脉血质子作为内源性示踪剂、 不 需 要 注 射 造 影 剂 的

MRI 灌注新技术，随着超高场 MR 设备的出现和后处理软件

的成熟，ASL 技术的临床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特对 ASL 成像

原理和在神经、精神疾病中的应用作一综述。

1 ASL 灌注成像原理

ASL 是采用反转脉冲标记动脉血中的氢质子，并将标记

前后采集的图像进行对比，从而获得能够反映组织血流灌注

情况的检查方法。 ASL 基于示踪剂可以从血管内向组织间隙

自由扩散的理论假设，利用磁性标记的动脉血内氢质子流入

成像层面和组织交换产生的信号降低进行成像，对标记前后

的图像进行减影分析， 从组织局部 T1 的变化可以得到脑血

流量（CBF）的定性、定量图。 整个图像采集、处理过程一般都

遵循下列步骤[3]：①反脉冲标记动脉血质子。 ②延迟一段时间

后， 被标记的动脉血质子流人感兴趣区所在层面采集图像，

此时所采集的图像称为标记图像(tag image)。而标记图像的信

号强度依赖于成像层面内自身组织特 点 及 流 入 动 脉 血 标 记

质子数量。 ③在成像参数相同情况下，动脉血质子标记前获

取同层面的图像，称为对照图像(control image)。 ④对照图像

和标记图像相减， 得到灌注图像。 根据采用的反转时间（in-

version time，TI）不同，可以显示自大动脉直至毛细血管 水 平

的灌注情况。 由于血质子的标记是质子磁矩的反转，磁化矢

量降低，使得标记图像信号强度下降。 因此，两者相减的方向

是对照图像减标记图像。 ⑤由于标记图像与对照图像之间的

信号强度差异较小(约为静态组织信号的 1％)，因此常常要求

信号均衡处理(signal averaging)。
ASL 技术不仅能定性显示病变，还能定量反映脑组织的

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4]。 ASL 技术获得的 CBF 测

量结果，与 PET 脑血流灌注成像和动态磁敏感对比增强技术

所得的结果一致，评估灌注异常情况能力相同 [5，6]。

2 ASL 在神经、精神疾病检测中的应用

2．1 脑缺血、脑梗死

Tsuchiya 等 [7]采 用 ASL 技 术 对 37 例 脑 梗 死 的 病 人 进 行

研究，ASL 灌注图像表明 13 例病人的病理灌注区域与 MR 图

像上出现的脑梗死区域相一致，15 例病人的病理灌注区域与

MR 图像上出现的梗死区域不一致；19 例病人的 ASL 灌注和

SPECT 的局部脑血流进行了比较， 其中 15 例病人两种方法

测量的结果有相关性。 表明 ASL 技术测量脑灌注是可靠的。

Chalela 等 [8]用 ASL 对 15 例急性脑缺血发作的病人进行

脑血流灌注的测量， 发现血流灌注 的 不 足 与 病 人 的 症 状 和

DWI 的异常相关，其中 11 例为低灌注，3 例为正常灌注，1 例

为高灌注，8 例有 PWI ／DWI 的不匹配， 患侧大脑半球的 CBF
与 NIHS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Stroke Scale) 和 RS
(Rankin Sca1e)评分相关。高光峰等认为 ASL 灌注无需注射造

影剂，与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 imaging，DWI）相结合

可诊断超急性期脑梗死，对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和评估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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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9]。

2.2 脑肿瘤

ASL 技术无需注射对比剂，可以重复进行、多层面扫描，

避免对单一层面扫描所造成的抽样误差。 ASL 技术不受血脑

屏障破坏的影响，对肿瘤 CBF 的评估可能会相对更准确一些
[10]。 有研究者对一组胶质瘤的病例行 ASL 灌注和造影剂首过

灌注，发现两者 CBF 呈线性相关，均显示高级别胶质瘤为高

灌注，低级别胶质瘤灌注值低，可以对高、低级别肿瘤进行区

分[11]。

2．3 脑血管狭窄

脑血管狭窄或颈内动脉闭塞，如果没有有效的侧支循环

代偿，脑血流量就会降低，这意味着大脑会有损伤，进一步会

发展脑梗塞，及时对闭塞血管做出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Eroen
Hendrikse 等 [12]用 脉 冲 动 脉 自 旋 标 记 （pulsed arterial spin la-
beling，PASL） 对 9 例患有一侧颈内动脉闭塞的病人和 11 例

双侧颈内动脉都不闭塞的人进行研究，发现患有一侧颈内动

脉闭塞病人的 ASL 灌注图像显示两侧大脑半球的血流灌注

信号明显不对称；血管闭塞侧的大脑半球的信号强度及血流

量较对侧大脑半球和对照组都是明显降低的， 因此 PASL 可

能会作为一种无创的测量血流动力学 的 方 法 在 临 床 上 被 广

泛的应用。 而常规用对比剂或注射放射性示踪剂对人体是有

害的。

2．4 抑郁症

Drevets 和 Raichle[13]所提出的抑郁症神经通路假说 认 为

抑郁症患者的脑血流灌注存在异常，这些异常区域主要涉及

额叶-皮质通路。 Reiman 等 [14]认为前额叶及丘脑代谢的增加

与“正常”情绪的出现密切相关。 这些区域的低代谢可能导致

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的出现。 额叶损伤患者会出现一些抑郁

症状，包括冷漠、情感缺失和无欲。 吕粟，黄晓琦等[15]采用 ASL
技术在较大样本抑郁症内进一步证实 了 抑 郁 症 患 者 额 叶 代

谢的减低。 还发现难治性与非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存在不同的

灌注异常区域， 难治性患者存在更严 重 的 前 额 叶 低 灌 注 改

变。

2．5 痴呆的诊断

额颞叶痴呆和 Alzheimer 病存在一些相同的症状， 这两

种病在临床上难以鉴别。 Sandon 等 [16]对 Alzheimer 病的 ASL
研究发现，局部低灌注主要位于颞顶和枕叶，而 且 低 灌 注 的

程度与痴呆的严重性相关。 Du 等 [17]用 ASL 技术分别对 2l 例

患额颞叶痴呆的病人、24 例患 Alzheimer 病人和 25 例正常人

进行研究， 发现额颞叶痴呆的病人在 右 侧 额 叶 存 在 低 灌 注

区 ， 这 个 结 果 和 PET 和 SPECT 研 究 得 出 的 结 果 相 似 。

Alzheimer 病人的脑灌注减低多呈对称性分布，以颞叶及颞顶

交界灌注减低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顶叶和额 叶，枕 叶 受 累

者最少， 提示 Alzheimer 病人的脑血流减低区首先出现于颞

叶 和 (或 ) 颞 顶 交 界 ， 然 后 逐 渐 累 及 顶 叶 、 额 叶 和 枕 叶 。

Alzheimer 病人颞叶、顶叶、额叶和颞顶交界皮质的脑血流量

均明显低于健康人群， 而枕叶的脑血流量仅有减低的趋势。

Alsop 等 [18]利用 ASL 法研究也发现 Alzheimer 病患者颞叶、顶

叶、额叶及后扣带皮质的脑血流量显著低于健康对照者。

2．6 原发性癫痫

成人顽固性癫痫多起源于颞叶，颞叶切除术是有效的治

疗方法，手术的成功与功能活动的异常程度、组 织 的 切 除 范

围有关。 通常用 FDG-PET 对单侧颞叶癫痫的低代谢进行术

前评价。 Wolf 等[19]用 ASL 灌注发现顽固性颞叶癫痫病人双侧

颞叶的 CBF 较对照组更不对称， 癫痫侧的 CBF 与对侧比较

显著降低， 并且 ASL 灌注与 FDG-PET 所得到的患侧低代谢

有相关性。

2.7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
ASL 研究从 CBF 的高低评估脑组织的代谢活动，原发型

表现为灰质的 CBF 降低， 复发缓解型表现为白质的 CBF 增

加，继发进展型则可以观察到上述 2 种表现，认 为 灰 质 的 低

灌注反映了继发于神经元变性、轴突丢失的 功 能 异 常，预 示

着 MS 的进展； 白质灌注增加可能表明细胞活动增加或炎症

反应引起的代谢加快 [20]。

2.8 儿科颅内疾病

由于 ASL 技术不需要静脉内注入对比剂或放射性示 踪

剂，提高了安全性。 另外 ASL 扫描不存在累积效应，可重复性

强，可用于疾病的检测和治疗反应的观察。 儿童比成人血流

量增加，改善了 ASL 灌注对比，儿童血流速度比成人快，血流

速度快的标记血由标记区流至脑动脉，能产生理想的儿科灌

注像的标记效应和运输效应 [21]，能显示比成人更强的灌注信

号，将成为研究儿童脑血流灌注的首选方法。

随着高场强设备的应用和 ASL 灌注技术的改进完善，其

非 侵 袭 性、无 放 射 性、简 便、成 本 低 等 优 点，在 不 久 的 将 来，

ASL 技术将有可能 取 代 或 部 分 取 代 侵 袭 性 技 术 在 脑 血 流 灌

注评估方面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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