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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在壁冠状动脉检测中的价值
冯庆瑜，阮卫锋，李焯洪
清远市中医院，广东 清远 511500

摘要：目的 研究壁冠状动脉患者采用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检测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 临床纳入49例我院2015年
8月~2017年8月期间收治疑似冠心病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进行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进行冠状动脉曲
面重建并进行分析，观察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对壁冠状动脉的诊断价值。结果 49例患者进行64排螺旋CT检查有
21例存在壁冠状动脉，其中发生于前降支及其分支患者13例，发生于右冠状动脉及其分支患者3例，剩余5例患者为多支病
变。结论 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对壁冠状动脉的诊断率较高，对心肌桥的长度、厚度检出率较高，具有无创优势，值得临
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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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64-slice spiral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in the detection of mural coronary
artery
FENG Qingyu, RUAN Weifeng, LI Zhuohong
Qingyu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ingyuan 5115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 of 64-slice spiral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in the detection of mural coronary
artery.Methods 49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oronary heart diseases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5 to August
2017 were included. 64-slice spiral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was performed on all cases to conduct the 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 (CPR) of coronary artery, and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ronary angiography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21 cases with mural coronary artery, wherein there were 13 cases in the anterior descending branch
and its branches, 3 cases in the right coronary artery and its branches and 5 cases of multi-vessel lesion. Conclusion The 64slice spiral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has a higher detection rate of the mural coronary artery and the length and thickness of
myocardial bridge, and is a non-invasive imaging modality, thu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 64-slice spiral CT; coronary angiography; clinical diagnosis

壁冠状动脉是指心肌组织覆盖的部分冠状动脉

行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分析64排螺旋

血管 ，一般影像学中表现为心肌桥覆盖于部分冠状

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对壁冠状动脉的诊断价值，进

动脉血管上。在心脏收缩时，壁冠状动脉由于收到心

一步为壁冠状动脉的诊治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

肌桥的压迫，导致壁冠状动脉不能正常有效舒张，使

如下。

[1]

心脏收缩期狭窄 。在心脏进行舒张时，由于壁冠状
[2]

动脉不会受到心肌桥的压迫，因此狭窄解除[3]。这种

1 资料与方法

不规律的压迫很容易导致冠状动脉管腔狭窄，从而

1.1 一般资料

引起各种心脏疾病的发生 。临床可表现为心绞痛、

选择49例我院2015年8月~2017年8月期间收治

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严重者甚至发生猝死，严重

的疑似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28例，女

威胁患者生命安全。临床上目前多采用β-受体阻滞

性21例，年龄33~85岁（59.4±4.8岁）。多数患者均表现

剂、钙拮抗药物等进行治疗，部分患者采用心肌桥切

出胸闷、心悸、心绞痛等冠心病症状，部分患者无明

除手术或冠状动脉搭桥治疗

显临床症状。

[4]

。患者的预后与早期

[5-6]

诊断治疗密切相关，如何早期诊治壁冠状动脉是人

1.2 方法

们关注的重点。随着CT技术的不断进步，CT成为临

1.2.1 准备工作 部分患者由于心率过快，需要在进

床辅助诊断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同时在诊断壁冠

行CT扫描前服用药物进行心率控制，标准心率小于

状 动 脉 上 也 具 有 较 好 应 用 。 本 文 对 我 院 2015年

70次 /min， 达 到 上 述 心 率 标 准 后 可 进 行 64排 螺 旋

8月~2017年8月期间收治的49例疑似冠心病患者进

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其次需要患者掌握呼吸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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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患者检查前需要进行呼吸训练，吸气、屏气10 s，
每次呼吸幅度尽可能保持不变，不能出现巨大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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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检查前还需要对患者进行心理锻炼，详细讲解

2 结果

检查流程及注意事项，防止患者出现紧张、焦虑、恐

2.1 诊断情况

惧等心理，影响检查结果。
1.2.2 扫描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德国西门子生产的
DefinitionAS64螺旋CT机进行检查。扫描范围：气管
分叉至心脏膈面。参数设置：探测器厚度0.625 mm×
64 mm，管电压120 kV，电流800~1000 mA，层厚0.6 mm。
X线管旋转时间为0.34 s/周，扫描周期9~11 s。当升
主动脉达到100 Hu时，可触发扫描。造影剂：非离子
型碘海醇，注射速率5 mL/s。根据患者体质量情况进
行相应剂量的周静脉注射，一般注射剂量为50~75 mL，
之后进行生理盐水静脉注射，一般剂量为40~50 mL，
注射速率5 mL/s。生理盐水可使对比剂快速充盈左
心系统，从右心系统快速流出。
1.2.3 图像重建方法 根据CT图像进行重建，采用西
门子独立工作站软件，冠状动脉重建采用冠状动脉
探针软件，通过扫描传送重建冠状动脉各分支的重
组图像，分析冠状动脉情况。

49例患者进行64排螺旋CT检查有21例存在壁冠
状动脉，其中发生于前降支及其分支患者13例，发生
于右冠状动脉及其分支患者3例，剩余5例患者为多
支病变。
2.2 详细诊断情况
正常冠状动脉及分支走行于心外膜脂肪组织或
心外膜深面，部分冠状动脉走行于心肌内时，即形成
壁冠状动脉（图1A）；覆盖于壁冠状动脉上方的心肌
为肌桥，壁冠状动脉主要有表浅型（图1B）和深层型
（图1C）。覆盖于表浅型壁冠状动脉上的心肌以斜型
跨过冠状动脉向心尖方向走形，在无吮吸现象时，冠
状动脉造影（DSA）可表现为正常（图1F）或轻微狭
窄。壁冠状动脉患者肌桥长度一般<40 mm，但也有
部分超过40 mm（图1D），肌桥厚度3.2±0.6 mm。壁冠
状动脉影像为局部冠状动脉于心肌内走形，血管直
径明显减小（图1G）。在DSA检查中表现为部分管腔

1.3 观察指标

狭窄（图1H）。所有壁冠状动脉均未见明显粥样硬化

观察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对壁冠状动
脉的诊断价值。

及钙化。

A

B

E

F

C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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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CPR重建图像
A: 心肌包埋前降支中远端血管, 血管、心肌间隙消失, 表现为典型的壁冠状动脉, 在此段血管上覆盖的心肌称为肌桥; B: 前降支中段局部血管
与心肌具有密切关系, 未见正常脂肪间隙, 但未见血管外覆盖心肌, 该种壁冠状动脉现象为表浅型; C: 心肌局部覆盖前降支中段血管, 血管外
侧出现心肌组织, 该类型壁冠状动脉为深层型; D: 患者, 男性, 48岁, 临床表现为头晕、胸闷, 心电图检查提示心肌缺血, CPR图像重建显示心肌
覆盖前降支中远段, 长度约为47 mm, 深度约为4.3 mm, 其他部位冠状动脉未见斑块, 瓣膜无增厚和钙化现象; E: 心肌中出现左冠状动脉前降支
中段血管（箭头处）, 血管外侧无心肌覆盖, 表现为壁冠状动脉表浅型; F: 与E为同一病人, DSA显示壁冠状动脉段正常; G: 心肌覆盖前降支近段
部分血管（箭头处）; H: 与G为同一患者, DSA显示前降支近段局部血管有明显狭窄（箭头处）, 表现为吮吸现象.

就越大，容易发生胸闷、心绞痛、心肌梗死，严重者甚

3 讨论
壁冠状动脉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先天性冠状动脉

至发生心源性猝死，威胁患者生命安全[9-10]。虽然临

病变。心舒张期时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对冠状动脉血

床上对壁冠状动脉的治疗方法较多，但早期诊断治

流影响较小，不会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 。但随着壁

疗仍然是促进壁冠状动脉患者预后的重要措施。

[8]

冠状动脉疾病的发展，壁冠状动脉越长，心肌桥越

既往临床上依靠冠状动脉造影对壁冠状动脉进

厚，心率则明显加快，舒张期变短，对心脏血流影响

行诊断，主要根据冠状动脉造影是否出现“挤牛奶效

· 174 ·

分子影像学杂志, 2018, 41 (2): 172−174

应”来进行诊断[11]。主要表现为心收缩期血流受到挤
压，心舒张期血流则恢复正常。虽然冠状动脉造影在
以往是各种心脏疾病诊断的金标准，但由于冠状动
脉造影有一定创伤性，限制了临床的应用和发展[12]。
且冠状动脉造影在诊断壁冠状动脉时，对壁冠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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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 2282-4.
[3] 古 今, 史河水, 韩 萍, 等. CT冠状动脉成像诊断心肌桥的价值:
与 传 统 冠 状 动 脉 造 影 对 照 分 析[J]. 临 床 放 射 学 杂 志 , 2013,
32(5): 644-8.
[4] 吴涛. 128层容积CT冠脉造影对壁冠状动脉-心肌桥诊断价值分
析[J]. 临床军医杂志, 2016, 43(1): 53-4.

脉和心肌桥关系的诊断有较多限制，不能直观显示

[5] Park JJ, Chun EJ, Cho YS, et al. Potential predictors of side-branch

心肌桥情况，诊断效率较低[13-14]。仅当心肌桥厚度达

occlusion in bifurcation lesion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到一定程度，心收缩引起血管明显狭窄后，冠状动脉
造影才能明确检出“挤牛奶效应”[15]。还有研究显示，
对于一些表浅型壁冠状动脉患者进行冠状动脉检查
时并不会出现“挤牛奶效应”[16]，因此冠状动脉检查容
易在检查表浅型壁冠状动脉患者时出现漏诊情况 。
[17]

intervention: a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study[J]. Radiology,
2014, 271(3): 711-20.
[6] 裘 晟, 姚果林, 杨小军, 等. 心肌桥-壁冠状动脉256层CT 冠状动
脉成像表现[J]. 实用放射学杂志, 2015, 31(5): 744-7.
[7] 梁洪生, 陈进军, 陈小宇, 等. 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成像诊断心
肌桥-壁冠状动脉的价值[J].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16, 22(11):
1608-12.

而在研究冠状动脉对壁冠状动脉诊断率的影响因素

[8] 张晓军, 杨 彦, 杨奕春, 等. 256层螺旋CT冠状动脉成像与选择

时还发现，壁冠状动脉长度、心肌桥厚度、照射体位

性冠状动脉造影诊断冠状动脉狭窄的对比分析[J]. 实用放射学

以及造影技术等均会影响冠状动脉造影对壁冠状动

杂志, 2013, 29(12): 1936-9.
[9] 武汉忠, 陈 进, 王强荣, 等. 128层CT多种图像后处理技术评估

脉的检测率 。
[18]

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技术是一种无创的检查方
法，能有效显示出冠状动脉和心肌解剖学的关系，对

心肌桥-壁冠状动脉[J]. 医学影像学杂志, 2013, 23(04): 507-9.
[10] 孙刚庆. 冠状动脉64排CT血管造影在心肌桥-壁冠状动脉中的临
床意义[J]. 现代医用影像学, 2014, 23(1): 26-9.

表浅型壁冠状动脉也具有良好的检测率[19]。螺旋

[11] 李 彬, 邹 毅, 邹三明, 等. GE128层宝石能谱螺旋CT冠状动脉造

CT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弥补了传统冠状动脉检查的不

影与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诊断冠状动脉狭窄的对比分析[J]. 中

足，通过无创检查提前预防壁冠状动脉患者缺血情
况，随时监控壁冠状动脉患者病情，对壁冠状动脉疾
病发展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我院2015年

国临床医生杂志, 2015, 14(02): 45-9.
[12] 师 博. 64排螺旋CT联合心肌灌注成像技术在冠状动脉狭窄患
者心肌缺血的临床诊断特异度和灵敏度研究[J]. 检验医学与临
床, 2017, 14(12): 1833-5.

8月~2017年8月期间收治的疑似冠心病患者作为研

[13] 樊 明. 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与冠状动脉造影诊断冠心病患者

究对象，结果显示，通过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检

冠状动脉心肌桥的比较[J]. 中国医师进修杂志, 2016, 39(10):

查，可有效诊断出壁冠状动脉患者，且通过CPR图像
重建技术，明确观察到壁冠状动脉患者的壁冠状动
脉分布情况。

877-80.
[14] 王 敏, 王 博, 黄继兰, 等. 多层螺旋CT冠脉成像在心肌桥血管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J]. 江西医药, 2014, 49(10): 980-2.
[15] Malvè M, Gharib AM, Yazdani SK, et al. Tortuosity of coronary

相对于传统的冠状动脉造影来说，64排螺旋CT

bifurcation as a potential local risk factor for atherosclerosis: CFD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优势在于 ：CT可对患者进行反

steady state study based on in vivo dynamic CT measurements[J].

[20]

复检查，减少因图像不清晰导致的漏诊、误诊情况；
CT冠状动脉造影图像能直接显示冠状动脉和心肌的
解剖学关系；直观了解壁冠状动脉和心肌桥的关系。

Ann Biomed Eng, 2015, 43(1): 82-93.
[16] 赵瑞华, 黄立雪, 吴俊峰, 等. CT冠状动脉血管成像判定心肌桥壁冠状动脉形态学特征及其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关系[J].
中国CT和MRI杂志, 2017, 15(06): 41-3, 59.

综上所述，64排螺旋CT冠状动脉造影对壁冠状

[17] 黄海峡, 陈宏伟, 方向明. 单纯性心肌桥-壁冠状动脉的双源CT表

动脉的诊断率较高，对心肌桥的长度、厚度检出率较

现与心肌缺血的相关性研究[J]. 海南医学, 2015, 26(10): 1447-

高，具有无创优势，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50.
[18] 朱晓龙, 邹殿俊, 杨 飞, 等. 320排容积 CT冠状动脉成像评估单
纯心肌桥-壁冠状动脉与左心功能的相关性[J]. 中国临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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