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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下肢动脉疾病（ ＬＥＡＤ） 指下肢动脉慢性进行性粥样硬化过程，继发下肢疼痛、间歇性

跛行、难愈性溃疡等，降低患者生存质量，甚者危及生命。 ＳＰＥＣＴ 可定量评估下肢血流灌注，灵敏度
高，在 ＬＥＡＤ 早期诊断、病情评估、治疗方案制定及疗效评估中具有一定优势。 放射性核素标记的分
子靶向显像剂可直接显示缺血诱导的血管新生过程。 该文就 ＳＰＥＣＴ 在 ＬＥＡＤ 中的应用及进展进行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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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动脉疾病（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ＬＥＡＤ） 指

是最常用的下肢血流灌注显像剂。２０１ Ｔｌ 生物学性质与钾相

腔狭窄或闭塞，引起供血区域进行性缺血，并继发间歇性跛

肌的摄取反映心输出量的分布情况，可较为准确地评估骨骼

下肢动脉慢性进行性粥样硬化过程，受累动脉内膜增厚、管

似，通过钠⁃钾泵主动转运进入存活细胞，静脉注射后，骨骼

行、皮温降低、静息痛、难愈性溃疡等临床表现。 全球范围内

肌血流灌注 ［２］ 。 但 ２０１ Ｔｌ 需要回旋加速器生产，且物理半衰期

。 患者生活质量降低，严重者将面

量欠佳，因而逐步被 ９９ Ｔｃ ｍ 标记的化合物所取代。９９ Ｔｃ ｍ 发射

约有 ２．０２ 亿人口受此疾病困扰，主要为中老年人群，６５ 岁以
上者发病率呈指数上升

［１］

临截肢乃至死亡等风险。 ＬＥＡＤ 常为全身性动脉硬化病变在
下肢的表现，ＬＥＡＤ 患者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等心血管缺血
性事件的风险增高，早期诊断并尽早采取干预措施非常重
要

［１］

。 目前 ＬＥＡＤ 的诊断及评估主要依靠踝臂指数（ ａｎｋｌｅ⁃

ｂｒａｃｈ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ＢＩ） 、超声、ＣＴ 动脉造影 （ ＣＴ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ＴＡ） 、ＭＲ 动脉造影（ ＭＲ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ＲＡ） 、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ＳＡ） 、ＳＰＥＣＴ 及 ＰＥＴ 等
手段。 其中，ＳＰＥＣＴ、ＰＥＴ 显像运用放射性显像剂评估血流
灌注、氧和程度、代谢及血管新生等生物学过程，灵敏度较
高。 随着图像融合技术的发展，ＳＰＥＣＴ ／ ＣＴ、ＰＥＴ ／ ＣＴ 在发挥
核素显像优势的同时，提供脏器或病变较为精细的解剖结构

信息，在定量评估中发挥着更大的应用价值。 笔者就 ＳＰＥＣＴ
在 ＬＥＡＤ 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一、 ＳＰＥＣＴ 下肢血流灌注显像在 ＬＥＡＤ 中的临床应用

１．临床常用显像剂及显像原理。９９ Ｔｃｍ 标记的化合物及２０１ Ｔｌ

相对较长（７３ ｈ） ，γ 射线能量较低（ 主要 ６０ ～ ８０ ｋｅＶ） ，图像质
出 １４０ ｋｅＶ 的 γ 射线，物理半衰期较短（６ ｈ） ，因此在提高图
像质量的同时，患者所受辐射剂量也相对较低。９９ Ｔｃ ｍ ⁃甲氧基
异丁基异腈（ ｍｅｔｈｏｘｙｉｓｏｂｕｔｙｌｉｓ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ＭＩＢＩ） 及 ９９ Ｔｃ ｍ ⁃替曲膦

（ ｔｅｔｒｏｆｏｓｍｉｎ， ＴＦ） 是目前临床普遍使用的心肌灌注显像剂，但
国内此类显像剂在下肢血流灌注评估方面应用尚少。９９ Ｔｃｍ ⁃
ＭＩＢＩ 是一种脂溶性、正一价小分子化合物，通过被动扩散进
入骨骼肌 细 胞， 并 与 胞 内 蛋 白 牢 固 结 合， 再 分 布 现 象 不 明

显。９９ Ｔｃ ｍ ⁃ＴＦ 显像原理与９９ Ｔｃｍ ⁃ＭＩＢＩ 相似，不同之处在于９９ Ｔｃｍ ⁃
ＴＦ 血浆清除率高、肝肺清除快，注射后 ５ ｍｉｎ 即可获得高质
量图像。 此 外，９９ Ｔｃ ｍ ⁃大 颗 粒 聚 合 人 血 清 白 蛋 白 （ ｍａｃｒｏａｇ⁃

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ｌｂｕｍｉｎ， ＭＡＡ） 作为目前临床普遍使用的肺灌注显像
剂，也可用于下肢血流灌注评估。 经腹主动脉内注射后，９９ Ｔｃｍ ⁃

ＭＡＡ 随血流部分嵌顿在毛细血管网或毛细血管前小动脉，
嵌顿颗粒数与局部血流灌注量成正比。 但腹主动脉内注射
属有创性操作，可在 ＤＳＡ 操作同时进行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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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显像方法是静息或运动状态下，经静脉注射 ９９ Ｔｃ ｍ ⁃

报道了 １ 例下肢动脉闭塞症患者，临床表现为左下肢剧烈静

高分辨准直器，能窗 １０％ ～ ２０％，能峰 １４０ ｋｅＶ，条件允许的情

ＭＩＢＩ ＳＰＥＣＴ 显像示左下肢微循环灌注显著改善，但 ＭＲＡ 未

ＭＩＢＩ 或 ９９ Ｔｃ ｍ ⁃ＴＦ，约 １５ ｍｉｎ 后行双下肢静态采集，使用低能
况下可行断层采集 ［３⁃４］ 。

２．下肢缺血严重程度评估。 下肢血流灌注显像中，健康

人群双下肢放射性分布对称，无异常减低或缺损，而 ＬＥＡＤ
患者下肢缺血区域放射性减低甚至缺损，减低程度与症状严
［５］

重程度显著相关

；尤其当侧支循环较为丰富而使常规血管

检查存在误导，或因解剖变异致使超声探查较为困难时，在
选择有创性 ＤＳＡ 前，可考虑先行下肢肌肉血流灌注显像评
估病情严重程度。 传统 ＳＰＥＣＴ 半定量评估方法包括 ２ 种：患
侧与健侧下肢放射性计数比值；若双下肢均受累，则采用下
肢感兴趣区放射性计数与全身总计数比值 ［５⁃６］ 。 随着断层及
图像融合技术的发展，注射剂量与体质量标化后的标准摄取

值（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Ｖ） 、下肢肌肉⁃本底计数比值

（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 ｍｕｓｃｌｅ⁃ｔｏ⁃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ＬＭＢＲ） 等参数可更准
［４，７⁃８］

确地反映下肢肌肉血流灌注情况

。 Ａｌｖｅｌｏ 等

［７］

运用 Ｔｃ ⁃
９９

ｍ

ＴＦ ＳＰＥＣＴ ／ ＣＴ 显像发现，严重下肢缺血糖尿病患者足部不同
血管区 ＳＵＶ 显著低于健康受试者，且检出了 ＡＢＩ 未能发现
的微循环灌注异常；因此，ＳＰＥＣＴ ／ ＣＴ 能对足部血流灌注进行
更精准的分区评估，为靶向治疗提供依据。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等

［８］

运用 Ｔｃ ⁃ＴＦ ＳＰＥＣＴ ／ ＣＴ 显像获取 ＬＭＢＲ， 定 量 评 估 ＬＥＡＤ
９９

ｍ

患者下肢缺血严重程度，并随访观察截肢、心脑血管意外等
主要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发现低 ＬＭＢＲ 组主要不良事件发

生率大于高 ＬＭＢＲ 组，提示除血流灌注定量评估外，ＬＭＢＲ
对患者预后有潜在预测价值。

３．早期诊断无症状 ＬＥＡＤ。 ＳＰＥＣＴ 显像灵敏度高，能早

期发现下肢骨骼肌血流灌注的减低，在无症状 ＬＥＡＤ 诊断中
有更大优势。 全身

２０１

Ｔｌ 显像可显示 ＡＢＩ 未能识别的无症状

性下肢血流灌注异常 ［６］ 。 顾静等 ［９］ 运用 ９９ Ｔｃ ｍ ⁃ＭＩＢＩ ＳＰＥＣＴ ／

ＣＴ 显像发现，尚无临床证据（ 如腓肠肌疼痛、行走困难及皮

息痛，行肝细胞生长因子基因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同时９９ Ｔｃｍ ⁃
检测到任何侧支血管的发育。９９ Ｔｃ ｍ ⁃ＴＦ 和 ９９ Ｔｃ ｍ ⁃ＭＡＡ ＳＰＥＣＴ
显像可探测骨髓单个核细胞移植所诱导的血管新生，定量评
估微循环灌注及血流分布情况，且 ９９ Ｔｃ ｍ ⁃ＭＡＡ 可间接估测新

生血管管径 ［３］ 。 Ｌｉ 等［１４］ 研究证实９９ Ｔｃｍ ⁃ＭＩＢＩ ＳＰＥＣＴ 显像可
有效评估血管内介入治疗后下肢循环改善情况。 近期，Ｃｈｏｕ

等［４］ 的研究首次展示了 ＳＰＥＣＴ ／ ＣＴ 显像用于定量评估球囊血
管成形术后足部特定三维血管区微血管灌注改变的实用性。

此外，部分临床前研究为血管新生疗法的改进提供了依

据。 Ｈｅｎｄｒｉｋｘ 等 ［１７］ 对小鼠后肢缺血模型行激光多普勒血流

成像 （ ｌａｓｅ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ＬＤＰＩ ） 和 ９９ Ｔｃ ｍ ⁃ＭＩＢＩ
ＳＰＥＣＴ 显像，评估基线、股动脉结扎术后即刻、术后第 ３、７ 和

１４ 天 ５ 个时间点的血流灌注情况，９９ Ｔｃｍ ⁃ＭＩＢＩ ＳＰＥＣＴ 示第 ７ 天
血流灌注恢复至基线水平，明显快于 ＬＤＰＩ（ １４ ｄ） ，尸检病理
示第 ７ 天患肢侧支血管管径已显著增宽，可见诱导动脉生成
的治疗窗口实际较 ＬＤＰＩ 所示短得多，ＳＰＥＣＴ 显像结果更接
近病理过程。

５．其他显像剂及相关临床 应 用。９９ Ｔｃ ｍ ⁃焦 磷 酸 盐 （ ｐｙｒｏ⁃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ＰＹＰ） 可与损伤骨骼肌细胞中的羟基磷灰石晶体

结合而浓聚其中。 Ｈｅｎｄｒｉｋｘ 等 ［１７］ 发现小鼠股动脉结扎后 ３ ｄ

患肢 ９９ Ｔｃ ｍ ⁃ＰＹＰ 摄取达高峰，并于第 １４ 天恢复至基线水平，
与病理脱氧 核 糖 核 苷 酸 末 端 转 移 酶 介 导 的 缺 口 末 端 标 记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ｄｅｏｘｙ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ｙ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ｄＵＴＰ ｎｉｃｋ⁃ｅｎｄ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ＴＵＮＥＬ） 法 （ 反 映 细 胞 凋 亡 ） 所 见 基 本 一 致。 此
外，９９ Ｔｃ ｍ ⁃亚甲基二磷酸盐 （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ｄｉ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ａｔｅ， ＭＤＰ ）

亦可用于 坏 死 肌 肉 检 出 ［１８］ 。 对 于 发 生 肌 肉 缺 血 坏 死 的

ＬＥＡＤ 患者，９９ Ｔｃ ｍ ⁃ＰＹＰ 及 ９９ Ｔｃ ｍ ⁃ＭＤＰ ＳＰＥＣＴ 显像可用于评估
受累范围及严重程度，辅助制定治疗策略，必要时勾画坏死
物切除的最佳范围。
二、分子靶向显像剂评估血管新生

肤溃疡等） 支 持 的 长 期 糖 尿 病 患 者 下 肢 肌 肉 血 流 储 备 量
（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Ｒ） 显著低于非糖尿病受试者，提示该检
查技术有助于在微循环和组织灌注水平发现细微改变，可为
评估外周动脉疾病引起功能紊乱提供客观的定量分析技术。
Ｃｅｌｅｎ 等

［１０］

运用 Ｔｃ ⁃ＭＩＢＩ ＳＰＥＣＴ 显像发现，对于病史、临
９９

ｍ

血管新生指在组织缺血或乏氧的情况下，血管内皮细胞
增殖分化，在已有微血管网基础上形成新生毛细动脉，可发
生于心肌梗死、脑梗死及 ＬＥＡＤ，是由多种血管生成因子共同
参与的多步过程，为干预治疗和分子影像学提供了广泛靶

床体格检查及超声均无 ＬＥＡＤ 证据的Ⅱ型糖尿病女性患者

标。 其中，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者，表明 ＳＰＥＣＴ 可早期反映糖尿病患者下肢微循环灌注受

蛋白等被视为最佳影像学靶标 ［１９⁃２０］ 。

（ 病史大于 １０ 年） ，其小腿肌肉 ＰＲ 显著低于健康女性受试

损情况；且同一个体不同时间显像结果差异平均约为 ２．５％，
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 Ｍａｎｅｖｓｋａ 等

［１１］

及顾静等

［９］

的研究亦

验 证 了 上 述 结 论。 此 外，９９ Ｔｃ ｍ ⁃ＭＩＢＩ ＳＰＥＣＴ 显 像 提 示 无

ｆａｃｔｏｒ， ＶＥＧＦ） 、ＶＥＧＦ 受体（ ＶＲＧ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ＶＥＧＦＲ） 及整合
基于血管生成因子及干细胞的促血管新生疗法可促进

缺血组织血供恢复，减轻症状并降低截肢风险 ［２１］ 。 放射性
核素标记的血管新生靶向显像剂可用于定位乏氧最严重、坏

ＬＥＡＤ 相关症状的肥胖症及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下肢 ＰＲ 亦显

死风险最高的骨骼肌区域，在指导促血管新生疗法实施及疗

ＳＰＥＣＴ 显像数据，发现 ＡＢＩ 正常的糖尿病患者下肢骨骼肌最

氧组织［２２］ 。 在小鼠后肢缺血模型中，左侧股动脉 结扎后 ５ ｄ，

著低于健康人群

［１２⁃１３］

。 Ｌｉ 等

［１４］

使用希尔函数分析 Ｔｃ ⁃ＭＩＢＩ
９９

ｍ

大灌注计数及达峰时间已出现显著异常。 因此，运用 ＳＰＥＣＴ

效评估中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通过检测 ＶＥＧＦＲ 可直接识别乏
９９

Ｔｃ ｍ ⁃１，４，７，１０⁃四氮杂环十二烷⁃１，４，７，１０⁃四乙酸（ １，４，７，

显像早期发现亚临床 ＬＥＡＤ，有助于早期采取干预及治疗措

１０⁃ｔｅｔｒａａｚａｃｙｃｌｏｄｏｄｅｃａｎｅ⁃１，４，７，１０⁃ｔｅｔｒａ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ＯＴＡ） ⁃聚

４．指导治疗及疗效评估。 ＳＰＥＣＴ 下肢血流灌注显像可

ＶＥＧＦ， ｓｃＶＥＧＦ） （ 可与 ＶＥＧＦＲ 特异性结合） ＳＰＥＣＴ 显像及

施，远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
间接反映缺血诱导的血管新生

［１５］

，在 ＬＥＡＤ 血运重建及血

管新生疗法效果评估中具有一定应用前景。 Ｙａｍａｇａｍｉ 等 ［１６］

乙二 醇 （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ｇｌｙｃｏｌ， ＰＥＧ） ⁃单 链 ＶＥＧＦ （ ｓｉｎｇｌｅ⁃ｃｈａｉｎ
尸检 γ 计数示左后肢显像剂摄取较健侧增高，且免疫组织化
学检测证实相应区域 ＶＥＧＦＲ 表达上调 ［２２］ 。 α ｖ β３ 整合素是

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第 ４１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Ｊｕｌ． ２０２１，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７

调节血管生成的重要生物标志物，几乎仅在新生血管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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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识别并相互结合。 Ｇｏｇｇｉ 等 ［２３］ 对小鼠后肢缺血模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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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Ｔ 检查，发现辛伐他汀治疗组 ９９ Ｔｃ ｍ ⁃ＲＧＤ 显像剂摄取显

［１］ Ａｂｏｙａｎｓ Ｖ， Ｒｉｃｃｏ ＪＢ， Ｂａｒｔｅｌｉｎｋ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ＥＳ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像，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ＶＥＧＦ 及 ＣＤ３１ 表达增加。９９ Ｔｃ ｍ ⁃ＲＧ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 ＥＳＶＳ） ：

著高于安慰剂组，检测灵敏度高于 ＭＲＩ 时间飞跃法血管成

显像剂可与血管新生活跃区域的内皮细胞靶向结合，ＳＰＥＣＴ

显像表现为放射性摄取增高，直接反映血管新生活跃程度。
Ｔｅｋａｂｅ 等 ［２４］ 在糖尿病及非糖尿病小鼠后肢缺血模型中应
用 ９９ Ｔｃ ｍ ⁃ＲＧＤ ＳＰＥＣＴ 显像证实糖基化终产物的表达可抑制
血管新生，提示这种手段可无创性追踪血管新生因子修饰后

的改变。 此外，部分 ９９ Ｔｃ ｍ ⁃ＲＧＤ 显像剂可浓聚于炎性粥样硬
化斑块，为识别高风险斑块、评估患者急性血管事件发生的
整体风险提供了一种潜在的非侵入性手段 ［２５］ 。 已有临床研
究证实了部分 Ｔｃ ⁃ＲＧＤ 显像剂应用于健康人群的有效性
９９

ｍ

及安全性 ［２６］ 。 血管新生疗法是 ＬＥＡＤ 治疗中常规血运重建
法的重要补充 ［２１］ ，随着其推广应用，此类靶向显像剂的临床
需求亦将逐渐增大。

三、与其他常用诊断方法的比较

ＡＢＩ 测定是无创性血管检查中最基本的方法，易操作、

可重复，可初步评估动脉阻塞和肢体缺血程度，但不能评估

微血管病变，且动脉壁钙化或弹性降低会导致假性高血压，
因此 ＡＢＩ 准确性有限

［２７］

。 超声是目前临床首选筛查方法，

具有相对廉价、无辐射、简便快捷等优点，可判断动脉狭窄或

闭塞的部位和程度，但超声穿透深度有限，且准确性尚受限
于仪器及操作者的水平，同时在探测微循环灌注方面灵敏度
低于 ＳＰＥＣＴ

［１２，１７］

。 ＭＲＩ 空间分辨率较高，动脉自旋标记、血

氧水平依赖的功能 ＭＲＩ 等检查技术可评估患者下肢全层组
织血流灌注及氧合状态，但 ＭＲＩ 对静息状态血流灌注探测较
不灵敏，常需配合运动等手段激发下肢反应性充血以产生充

足血流量， 体 内 有 铁 磁 性 金 属 植 入 物 时 亦 不 宜 行 ＭＲＩ 检
查 ［２８］ ；此外，目前 ＭＲＩ 的灵敏度及可用分子探针较核素显像

相对匮乏 ［２０］ 。 ＣＴＡ 通过注射碘对比剂使血管形态可视化，
但受动脉壁钙化影响，对远端小动脉显影欠佳。 尽管 ＤＳＡ

仍是 ＬＥＡＤ 诊断的“ 金标准” ，但随着对 ＬＥＡＤ 认识的深入，
临床对无创性检查的需求日益增加，有创性 ＤＳＡ 已很少单
独用于诊断 ［１］ 。 此外，ＣＴＡ 及 ＤＳＡ 不适用于肾功能较差或

碘对比剂过敏的患者，而 ＳＰＥＣＴ 下肢血流灌注显像剂相对
安全，目前无明确禁忌证，适用于此类患者
四、总结与展望

［２９］

。

ＬＥＡＤ 累及人群较为广泛，早期诊断、尽早干预有助于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ＳＰＥＣＴ 显像灵敏度

高，可作为结构影像诊断技术的补充，在亚临床 ＬＥＡＤ 检出
中独具优势，对已有症状的患者，可评估病变严重程度，指导
血运重建及血管新生疗法的实施并评价疗效。 随着图像融
合技术的发展，ＳＰＥＣＴ ／ ＣＴ 将功能、代谢及生化影像与同机

ＣＴ 解剖结构影像实时融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ＳＰＥＣＴ 空间
分辨率较低的缺点，为临床提供了更加客观、全面、准确的诊
断依据。 放射性核素标记的血管新生靶向显像剂在指导促血
管新生疗法实施及后续疗效评估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相信
在不久的未来，ＳＰＥＣＴ 在 ＬＥＡＤ 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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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 ２０１５， ９４ （ ２７） ： ｅ１０７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Ｍ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５．

［６］ Ｄｕｅｔ Ｍ， Ｖｉｒａｌｌｙ Ｍ， Ｂａｉｌｌｉａｒｔ Ｏ， ｅｔ ａｌ． 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

２０１

Ｔｌ ｓｃｉｎ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ｃａｎ ｄｅｔｅｃ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 Ｊ］ ．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０１， ２２（ ９） ： ９４９⁃９５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００００６２３１⁃
２０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７］ Ａｌｖｅｌｏ ＪＬ， Ｐａｐａｄｅｍｅｔｒｉｓ Ｘ， Ｍｅｎａ⁃Ｈｕｒｔａｄｏ Ｃ，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ｏｔｒａｃｅ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ｌｌｏｗ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ｎｏｒ⁃

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ｇｉｏｓｏｍｅ ｆｏｏｔ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ｍｂ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ｅａｌｉｎｇ ｗｏｕｎｄｓ ［ Ｊ］ ． Ｃｉｒ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ｍａ⁃
ｇ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１１（５） ： ｅ００６９３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１ ／ ＣＩＲ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１１７．

００６９３２．

［８］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Ｈ，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Ｙ， Ｋｕｍｉｔａ ＳＩ，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Ｊｐ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１７， ３５ （ ２） ： ６８⁃７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６０４⁃０１６⁃０６０２⁃ｙ．

［９］ 顾静，姚伟峰，辛赟翌，等．

９９ｍ

Ｔｃ⁃ＭＩＢＩ 下肢显像在 ２ 型糖尿病

下肢血流储备评估中的初步应用［ Ｊ］ ． 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
志， ２０１７， ２３ （ ５ ） ： ４７０⁃４７３．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６⁃５７４１．

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８．

Ｇｕ Ｊ， Ｙａｏ ＷＦ， Ｘｉｎ ＹＹ，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９９ｍ

Ｔｃ⁃ＭＩＢＩ ｓｃｉｎ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 Ｊ］ ． Ｃｈ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

Ｍ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２３（５） ： ４７０⁃４７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
５７４１．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８．

［１０］ Ｃｅｌｅｎ ＹＺ， Ｚｉｎｃｉｒｋｅｓｅｒ Ｓ， Ａｋｄｅｍｉｒ Ｉ，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ｕ⁃
ｓ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ｓｉｎｇ

９９

Ｔｃ ｍ ⁃ＭＩＢＩ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００， ２１（ ９） ： ８１７⁃８２２． ＤＯ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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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７ ／ ００００６２３１⁃２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１１］ Ｍａｎｅｖｓｋａ Ｎ， Ｓｔｏｊａｎｏｓｋｉ Ｓ， Ｐｏｐ Ｇｊｏｒｃｅｖａ Ｄ， ｅｔ 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ｍｕｓｃｌｅ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ｄａｙ

９９ｍ

Ｔｃ⁃ＭＩＢＩ ｒｅｓｔ⁃ｄｉｐｙｒｉｄａｍｏｌ ｓｃｉｎｔｉｇ⁃

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Ｒｅｖ Ｅｓｐ Ｍｅｄ Ｎｕｃｌ
Ｉｍａｇｅｎ Ｍｏｌ， ２０１８， ３７（３） ： １４１⁃１４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ｒｅｍｎ．２０１７．

０９．００５．

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Ｊｕｌ． ２０２１，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７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Ｅｕｒ Ｊ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４３（ １３） ： ２４３３⁃２４４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５９⁃０１６⁃
３４８０⁃８．

［２１］ Ｈａｓｓａｎｓｈａｈｉ Ｍ， Ｋｈａｂｂａｚｉ Ｓ， Ｐｅｙｍａｎｆａｒ Ｙ， ｅｔ 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ｍｂ ｉｓ⁃

ｃｈｅｍｉ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 Ｊ Ｃｅｌ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１９， ２３４（４） ： １⁃１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 ｊｃｐ．２８１４１．

［１２］ Ｙｏｕｎｅｓ ＪＡ， Ｅｌ⁃Ｓａｙｅｄ ＮＤ， Ｋａｍｅｌ ＡＩ．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ｅ⁃

［２２］ Ｔｅｋａｂｅ Ｙ， Ｌｉ Ｑ， Ｚｈａｎｇ Ｇ， ｅｔ 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ＶＥＧ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２０１７， ３２ （ ４ ） ： ２７１⁃２７８． ＤＯＩ： １０． ４１０３ ／ ０９７２⁃３９１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Ｍｏ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８， ２０ （ ６） ： ９６３⁃９７２．

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ｏｂｅｓ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Ｊ］ ．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２１６５４５．

α ｖ β 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ｓ ｉｎ ａ ｍｏｕｓｅ ｈｉｎｄｌｉｍｂ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３０７⁃０１８⁃１１９１⁃１．

［１３］ Ａｍｉｎ ＡＭ， Ｎａｗｉｔｏ ＺＯ， Ａｔｆｙ ＲＡ， ｅｔ ａｌ． Ｔｃ⁃９９ｍ ｓｅｓｔａｍｉｂｉ ｌｏｗｅｒ ｅｘ⁃

［ ２３］ Ｇｏｇｇｉ ＪＬ， Ｎｇ Ｍ， Ｓｈｅｎｏｙ Ｎ，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ａｕｇｍｅｎｔｓ 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Ｊ ］ ．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７， ４６： ２５⁃

ｔｒｅｍｉｔｙ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ｃａｎ， ｉｓ ｉｔ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 Ｉｎｔ， ２０１２， ３２（ ７） ： ２０７５⁃２０８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９６⁃
０１１⁃１９２６⁃７．

［１４］ Ｌｉ Ｙ， Ｌｉ Ｑ， Ｌｉａｎｇ Ｓ， 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ｕｓｅ ｏｆ ｈｉ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９９ｍ

Ｔｃ⁃ＭＩＢＩ ｓｃｉｎ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ｍｉｃｒ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Ｊ］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ｍｕｒ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ｉｎｄ ｌｉｍｂ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３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ｕｃｍｅｄｂｉｏ．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７．

［ ２４］ Ｔｅｋａｂｅ Ｙ， Ｓｈｅｎ Ｘ， Ｌｕｍａ Ｊ， ｅｔ 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ｌｙ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ｎ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ｈｉｎｄｌｉｍｂ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Ｊ］ ． ＥＪＮＭＭＩ Ｒｅｓ， ２０１１， １（１） ： 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６ ／ ２１９１⁃２１９Ｘ⁃１⁃３．

（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 ２０１７， ９６（３８） ： ｅ８０３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ＭＤ．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 Ｖａｎｃｒａｅｙｎｅｓｔ Ｄ， Ｒｏｅｌａｎｔｓ Ｖ， Ｂｏｕｚｉｎ Ｃ， ｅｔ ａｌ． α Ｖ β 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ｔａｒｇｅ⁃

［ １５］ Ｓｔａｃｙ ＭＲ， Ｙｕ ＤＹ， Ｍａｘｆｉｅｌｄ ＭＷ，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ｐ⁃

ｍｉｃｅ［ Ｊ］ ． ＥＪＮＭＭＩ Ｒｅｓ， ２０１６， ６（ １） ： ２９．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３５５０⁃

０００００８０３８．

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ｓｅｒ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ａｒｔｅｒ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Ｃｉｒ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７（１） ： ９２⁃９９．
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１ ／ ＣＩＲ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１１３．０００８８４．

［ １６］ Ｙａｍａｇａｍｉ Ｔ， Ｋａｎｄａ Ｋ， Ｏｋｕｙａｍａ Ｃ， ｅｔ ａｌ． Ｔｃ⁃９９ｍ⁃ＭＩＢＩ ｓｃｉｎｔｉｇｒａ⁃

ｐｈｙ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ｎｓ［ Ｊ］ ． Ａｎｎ Ｎｕｃｌ Ｍｅｄ， ２００９，

２３（２） ： ２０５⁃２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２１４９⁃００８⁃０２２０⁃６．

［１７］ Ｈｅｎｄｒｉｋｘ Ｇ， Ｖｒｉｅｓ ＭＨ， Ｂａｕｗｅｎｓ 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ＤＰＩ ｔｏ
ＳＰＥＣＴ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９９ｍ

Ｔｃ⁃ｓｅｓｔａｍｉｂｉ ａｎｄ

９９ｍ

Ｔｃ⁃ｐｙｒｏ⁃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ｉｎ ａ ｍｕｒｉｎ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ｈｉｎｄ ｌｉｍｂ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ｅ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Ｊ］ ． ＥＪＮＭＭＩ Ｒｅｓ， ２０１６， ６（ １） ： ４４．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３５５０⁃
０１６⁃０１９９⁃２．

［１８］ Ｊｏｃｉｕｓ Ｄ， Ｖａｊａｕｓｋａｓ Ｄ， Ｓｋｒｅｂｕｎａｓ Ａ， ｅｔ 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ｍｕｓｃｌｅ ｎｅｃ⁃

ｒｏ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９９ｍ

Ｔｃ⁃ＭＤＰ ｓｃｉｎ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

（Ｋａｕｎａｓ）， ２０１９， ５５（１２）： ７６３． ＤＯＩ：１０．３３９０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５５１２０７６３．

［ １９］ Ｉｎａｍｐｕｄｉ Ｃ， Ａｋｉｎｔｏｙｅ Ｅ， Ａｎｄｏ Ｔ， ｅｔ ａｌ．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１８， ３９： ６０⁃６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ｏｐｈ．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１．

［２０］ Ｈｅｎｄｒｉｋｘ Ｇ， Ｖöö Ｓ， Ｂａｕｗｅｎｓ Ｍ， ｅｔ ａｌ． 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Ｅ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ｅｒ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ｐ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ＣＴ ／ Ｃ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ｅｄ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ｐｌａｑｕｅｓ ｉｎ
０１６⁃０１８４⁃９．

［ ２６］ Ｓｏｎｇ ＹＳ， Ｋｉｍ ＪＨ， Ｌｅｅ ＢＣ，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ａｄｉ⁃
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ｉｍｅｔｒｙ ｏｆ

９９ｍ

Ｔｃ⁃ＩＤＡ⁃Ｄ⁃［ ｃ（ ＲＧＤｆＫ） ］ ２ （ ＢＩＫ⁃５０５） ， ａ ｎｏ⁃

ｖｅｌ ＳＰＥＣＴ ｒａｄｉｏｔｒａｃ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 α ｖ β 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ｉｏｔｈｅｒ Ｒａｄｉｏｐｈａｒｍ， ２０１８， ３３（ ９） ： ３９６⁃４０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８９ ／ ｃｂｒ．２０１８．２５０５．

［２７］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诊
治指南［ Ｊ］ ．中华医学杂志， ２０１５， ９５（２４） ： １８８３⁃１８９６．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５．２４．００４．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ｒｕｒｇｅｒｙ．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ｉｅｓ［ Ｊ］ ． Ｎａｔｌ Ｍｅｄ Ｊ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９５ （ ２４ ） ： １８８３⁃
１８９６．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５．２４．００４．

［２８］ Ｍａｔｈｅｗ ＲＣ， Ｋｒａｍｅｒ ＣＭ．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Ｖａｓｃ Ｍｅｄ， ２０１８， ２３
（２） ： １４３⁃１５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 １３５８８６３Ｘ１８７５４６９４．

［２９］ Ｂｈａｔｔｉ Ｓ， Ｈａｋｅｅｍ Ａ， Ｄｈａｎａｌａｋｏｔａ Ｓ，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ｅ⁃

ｇａｄｅｎｏｓ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ｒｅｎ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 ． 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５（８） ： ９３３⁃９４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 ／ ｅｈｊ⁃
ｃｉ ／ ｊｅｕ０３６．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