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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的血流动力学状况 (x-±s)

组别
UA MCA

S/D RI PI S/D RI PI

试验组 3.12±1.44 0.71±0.11 1.88±0.34 3.47±0.97 0.71±0.12 1.52±0.42

对照组 2.67±1.88 0.63±0.14 1.53±0.23 4.47±1.51 0.82±0.21 1.82±0.46

2.2 对比两组的胎心监护状况

两组的胎心监护状况加以比较发现具备统计学的意义

同时 P ＜ 0.05；参见表 2。

表2  对比两组的胎心监护状况（%）

组别 有反应式 无反应式 可疑式 异常率

试验组 28 116 12 82.05

对照组 138 11 7 11.54

3  讨论
彩色多普勒超声这一技术可以随时体现血管内部的血

流情况，借助超声设施自身的频谱多普勒检查胎儿本身的

MCA 及 UA 相应的血流动力学指数可以凸显胎儿、胎盘与

脑部循环血流动力学相应的特点。

UA这一血流动力学的改变状况能够凸显胎儿与胎儿 -

胎盘产生的生理改变。UA受阻上升，胎盘循环受阻增加，

胎儿本身的血供降低，在临床内胎儿自身的 UA血流受阻

指数升高，可以对胎儿宫内缺氧、发育受阻实施测算。

宫内缺氧不单UA会产生异常，胎儿自身的MCA也会有

所变化。而胎儿脑部的血供状况能够借助MCA加以体现[2-3]。

在正常进行妊娠期间胎儿成长时脑部血管逐步变粗，血流

受阻减弱，血液供氧总量增多。但是，产生宫内缺氧过后，

胎儿身体为了保证心脏与脑部血液的供氧总量，会凸显出

脑保护效应，UA相应的指数上升，而MCA相应的指数降低，

以提升胎儿脑部的血流总量，保证其大脑本身的血供 [4-5]。

胎心监护可以对胎盘本身的作用与胎儿宫内供氧实施评

判，这即因为胎心对于缺氧具备极大的敏感程度，持续检

测胎心产生的改变，能够正确体现胎儿本身的缺氧情况。

总之，彩超检验胎儿自身的 MCA、UA协同胎心监护对

测算胎儿宫内缺氧无可或缺，同时还具备极大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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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支气管闭锁是一种临床少见的先天性发育异

常，病变以段或亚段支气管先天性闭塞为主要改变，受累

支气管腔因粘液嵌塞而形成囊肿，闭锁的远端组织因侧支

通气而发生通气过度，形成肺气肿。CT扫描优于其他影

像检查方法，尤其是多层螺旋 CT（MSCT）的出现，能从

多个角度观察支气管。支气管闭锁多不主张手术，所以正

确诊断非常重要。遇到 2例，现结合文献复习总结如下。

1  病例简介
病例 1 男，13岁，感冒后咳嗽 3天。CT（图 1a）显

示左肺下叶局部透亮度增高，其内可见一结节状稍高密

度影，境界清楚，周围肺纹理紊乱。CT增强检查 (图 1b)

左肺下叶病灶内可见粗大的血管影，其内未见明显引流静

脉。随诊 2个月，影像未见明显改变。

   

图 1a  CT 平扫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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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  CT 增强扫描纵隔窗

病例 2 女 3岁，反复咳嗽 1月余，发热 1天，CT平

扫检查（图 2a）肺窗显示右肺上叶后段透亮度增高，并

可见一结节，其内可见囊腔。CT平扫检查 (图 2b) 纵隔

窗显示右肺上叶病灶周围肺血管增粗，呈条索状改变。

         

图 2a  CT 平扫肺窗

图 2b  CT 平扫纵隔窗

2  讨论
支气管开始衍生发生于胚胎第 4周，段、亚段支气管

在 5～ 6周可显示，到胚胎第 15周支气管则完全衍化，

肺泡亦在 5～ 15周发育 [1]。如果在这发育期间肺段支气

管上皮退化吸收发生障碍或肺血管供血障碍，则会导致局

部支气管的闭锁与狭窄，但闭锁远端的支气管与肺泡组织

发育正常，而肺泡量会减少。由于近端支气管与远端支气

管因闭锁而不能贯通，故远端支气管及肺组织则通过肺泡

间孔（Kohn）孔、呼吸性细支气管间的通道及支气管与肺

泡间（兰勃氏孔）构成侧支，使累及的肺组织因活瓣作用

而过度膨胀产生肺气肿 [2]。另外闭锁远端支气管仍分泌黏

液，但又不能排泄，故积聚在支气管内。随着黏液的增多，

使支气管逐渐扩张，扩张的支气管可局限，亦可累及所属

分支。黏液栓也随之形成，可见有气体或产生气液面 [3]。

支气管闭锁好发于左肺上叶，其次为左肺下叶及右肺

下叶、中叶。但国内报道以右肺好发多见。支气管闭锁的

临床症状主要是咳嗽，伴有感染时则会有气急、发热。如

病变不重，可无症状。                       

支气管闭锁的诊断主要依赖影像学的检查。一般在平

片上发现异常而进行 CT检查而做出诊断。黏液栓与黏液

栓周肺气肿是诊断本病的重要依据 [4]。

在常规胸片上可发现肺门旁类圆形或不规则块影。其

周围肺野透亮度增高是重要线索。在胸片提示下做 CT扫

描可见黏液栓的形态。而黏液栓的形态受累及扩张与支气

管的长度及相邻支气管分支的多少有关。如扩张支气管局

限，则表现为类圆形呈结节状。如扩张支气管较长可表现

为长条状。如所属分支亦相继扩张，可表现为树枝状，“Y”

形及“V”字形 [5]。黏液栓可指向肺门，亦可在外围。黏

液栓的 CT值受黏液栓粘稠度，感染，细胞脱落，出血等

因素影响，通常 CT值在 10～ 30Hu 左右，增强无强化。

在黏液栓周围肺组织透亮度增高，肺纹理稀少。有时因闭

锁段支气管所属肺组织过度扩张而周边肺组织有受压改

变。但程度较轻。在 MSCT 应用多平面重建可观察黏液栓

与支气管、肺血管的关系。如有条件可行 MRI检查，观察

黏液栓的信号。支气管闭锁国内报道较少 [6] 支气管闭锁

可同时合并肺囊肿、大叶性肺气肿。

鉴别诊断：对支气管闭锁的影像鉴别诊断主要有支气

管囊肿，肺隔离症，肺曲霉菌症。

支气管囊肿有时鉴别困难，但周围无肺气肿，有助于

鉴别，肺曲霉菌病常多发，内有曲霉菌球。病灶周围肺组

织透亮度正常，肺隔离症形态多变，主要通过增强显示病

灶内有无主动脉供血血管。

认识支气管的黏液栓及周围的肺气肿是诊断本病的重

要影像。获取其主要影像的主要手段是多层螺旋CT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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