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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综述·

磁敏感加权成像不对称突出静脉征
与脑侧支循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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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MRI的SWI序列显示的不对称突出静脉征（asymmetrical prominent veins sign，APVS）可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缺血性卒中的病理生理过程。新近研究显示，APVS的存在与脑侧支循环的建立存在联
系。基于此，本文重点介绍了APVS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影像表现特点及其与侧支循环关系的研究现
状，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指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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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ymmetrical prominent veins sign (APVS) on SWI is a characteristic imaging of
ischemic stroke. Some studies suggested that APVS was associated with collateral circulation.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APVS, the imaging features of APV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PVS and collateral circulation in ischemic strok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schemic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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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是MRI技术中以T 2*加权梯度回波序
列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技术，其对脱氧血红蛋

1 不对称突出静脉征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SWI的静脉成像基于血氧水平依赖原理，

白、含铁血黄素、钙化、铁沉积等顺磁性物质

以脱氧血红蛋白为内源性对比剂使颅内静脉

尤为敏感，不仅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诊治提供

结构得以清晰显示，因此SWI静脉显影程度主

重要信息，也可通过对微出血灶的检测预测抗

要取决于静脉血中脱氧血红蛋白的含量 [9]。对

栓治疗患者的出血转化风险，评估急性缺血性

于缺血性卒中及各种慢性颅内外血管闭塞性

卒中责任血管内磁敏感血管征（susceptibility

病变患者，当脑灌注压下降且难以通过一、二

vessel sign，SVS）的存在，通过SVS明确血

级侧支循环及小动脉的自动调节能力满足脑

栓性质，预测血管再通情况

[1 -3]

。除此之外，新

组织代谢需要时，缺血组织开始启动代谢储

近研究表明，SWI显示的皮层不对称突出静

备，通过提高氧摄取分数（oxygen extraction

脉征（asymmetrical prominent veins sign， fraction，OEF）弥补灌注不足，从而使相应引
APVS）可反映脑侧支循环及脑血流动力学情

流静脉中脱氧血红蛋白的含量增加，由此造成

况，从血流及代谢角度评估缺血性卒中患者的

患侧大脑半球皮层SWI静脉显影较对侧更为显

代偿状态

[4 - 8]

。基于此，本文检索文献对APVS

的病理生理学机制、SWI中影像表现特点及其
与侧支循环的关系进行综述。

著，即表现为APVS [10]。
此外，静脉回流的通畅性对APVS也有一
定影响。首先，缺 血性卒中伴随的氧化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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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炎症因子的刺激，使静脉内皮细胞受损、静

3 不对称突出静脉征与侧支循环的关系

脉内微血栓形成，导致静脉血淤滞、回流受阻；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侧支循环状态的评估对

其次，缺血组织水肿导致局部压力增高，静脉

血管再通方案的选择、卒中预后和复发风险的

回流速度缓慢，从而使静脉血中脱氧血红蛋

评估均非常重要。
《缺血性卒中脑侧支循环评

白含量蓄积。因此，患侧SWI静脉显影较对侧

估与干预中国指南（2017）》强调了侧支组学的

更为显著

[11-12]

。但当大面积梗死伴有高颅压时， 新概念，指出侧支循环的研究范畴涉及整个脑

静脉管腔被压瘪、静脉结构坍塌，则患侧大脑

循环系统，包括动脉、微血管及静脉系统，其研

半球静脉不显影或静脉显影数量明显较对侧

究领域不仅涉及结构性血管通路、血流动力学

[13]

变化，也涵盖脑组织代谢及神经元功能改变[20]。

减少 。

所以，侧支循环的评估不仅可以通过直接血管
2 不对称突出静脉征的影像学特点及影响因素

影像学检测技术显示侧支血管的存在，还可通

缺血性卒中患者APVS表现为SWI中缺血

过毛细血管水平灌注情况、缺血组织代谢状态

侧大脑半球静脉显影较对侧更为显著，静脉数

及引流静脉压力间接体现。SWI显示的APVS

量增多伴或不伴有静脉直径增粗。由于不同区

间接反映了缺血组织OEF增加，既可评估卒中
-

域脑组织引流静脉不同，APVS可为皮层浅静脉、 急性期缺血半暗带的面积 [21 23]；也可通过比较
-

深髓静脉及大脑深静脉的不对称表现[12，14 16]。
并非所 有缺 血性 卒中患 者 S W I 都 存 在
APVS，APVS多见于颅内外较大供血动脉严重
狭窄或闭塞的患者

[7，14]

治疗前后静脉显影的变化评估血管再通治疗
-

效果 [19]；并对卒中预后有一定预测价值 [17，24 26]。
有研究者认为APVS存在与侧支循环建立存在

。APVS出现可能受静脉

相关性，可作为评估侧支状态的新的影像学标

回流通畅性、侧支循环状态、血管自调节能力等

志 [4 7]。目前已有少量研究对APVS与侧支循环

多种因素影响。APVS显影程度在缺血性卒中自

关系进行探讨，但得出的结论存在分歧。

[17-18]

然病程中随时间推移逐渐变淡甚至消失

。

-

3.1 不对称突出静脉征的存在反映侧支循环

临床研究发现，APVS不仅可见于缺血性

较差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发现APVS与MRI中

卒中急性期，缺血性卒中亚急性期、恢复期，甚

PWI显示的脑组织低灌注区密切相关，但有学

至无症状性颅内外动脉严重狭窄或闭塞患者也

者指出并非所有的低灌注区域都有APVS的存

可在SWI检查中发现APVS。由此推论，APVS

在，推测良好的侧支血流供应可维持组织OEF

不是缺血性卒中某一病程的特征性表现，而是

正常，只有侧支循环较差时才会出现APVS[22，27]。

仅仅反映了脑组织的贫困灌注状态及代谢储

Rajeev K. Verma等[4]以33例大脑中动脉M1段

备的启动。此外，APVS的显影程度可随着缺

闭塞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

血组织血流的恢复发生变化。病变血管再通后， 据DSA结果将患者分为侧支循环良好组和侧
缺血组织得到有效的再灌注治疗，脑组织OEF

支循环较差组，用Alberta卒中项目早期CT评

恢复正常，APVS即消失；但当脑组织发生不可

分（Alberta stroke program early CT score，

逆性坏死时，即使病变血管再通、缺血组织血

ASPECTS）评估APVS的范围。结果显示，侧支

流恢复，但坏死组织缺乏对氧的摄取，血液中

循环良好组APVS存在的范围较小，提示良好

氧得不到利用，导致引流静脉中的脱氧血红蛋

的侧支循环为缺血组织提供了充足的血流灌注，

白含量显著下降，反而会出现病灶对侧大脑半

减少了缺血组织对代谢储备的需求，故APVS

[19]

球静脉显影相对更为显著 。

存在范围较侧支循环差者少。因此，APVS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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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越小，提示软脑膜侧支循环状态越好。

量评估。所以，结论存在偏倚的可能。

3.2 不对称突出静脉征的存在反映侧支循环良

综上所述，缺血性卒中APVS的显示主要

好 与上述研究结果相反。有研究认为APVS与

与脑组织灌注不足及静脉回流不畅导致的脱氧

[6]

侧支循环状态正相关。Min-GyuPark等 入组

血红蛋白含量增高有关，其反映了脑组织贫困

了80例颈内动脉或大脑中动脉近端闭塞＜72 h

灌注程度及代谢储备的启动，可能受侧支循环

的急性 缺 血性 卒中患 者，利用头 颅 F L A I R

等血流代偿机制的影响，因此APVS或可作为

序列显 示的 远 端高 信号血管 影及 相位 对比

评估侧支循环的一个新的影像学特征。但目前

法（phasecontrast，PC）-时间飞跃法（time-

探讨APVS与侧支循环关系的研究较少，且现

of-flight，TOF）-MRA分别评估侧支血流状

有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急需开展大样本

态，使用ASPECTS评估APVS的范围。结果显

临床研究工作，进一步证实APVS对侧支循环

示，APVS存在范围较广的44例患者中，分别有

的预测价值，从而更好地应用APVS指导卒中

29例和37例在FLAIR序列和增强后TOF-MRA

急性期临床治疗决策的选择。

显示侧支血流良好，侧支血流状态较差者无
APVS的存在。由此推断APVS存在范围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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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目前的研究认为SWI序列中的不对称突出静脉征能间接反映缺血性卒中、大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患者侧支
循环状态，但其与侧支循环状态的对应关系及其判断患者预后的价值尚未得到大规模研究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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