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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超声在帕金森病早期诊断中应用
王晓萍

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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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不同病程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患者经颅超声参数变化，探讨该技术在

PD 早期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109 例 PD 患者，按照其病程分布，将病程＜ 5 年患者纳入早期组（n=51），将
病程＞ 10 年患者纳入晚期组（n=58），并选取同期 50 名健康体检者，纳入正常组。应用经颅超声评定其中脑面积、
黑质高回声面积及大脑感兴趣区（ROI）灰度值，分析上述指标与患者病程的相关性及早期诊断价值。结果 ：
晚期组黑质高回声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比值及 ROI 平均灰度值高于晚期组，早期组上述指标高于
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各组受试者中脑面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Pearson
分析得出黑质高回声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比值及 ROI 平均灰度值与患者病程均呈正相关（P ＜ 0.05），
与受试者年龄、性别无明显相关性（P ＞ 0.05）。黑质高回声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比值联合 ROI 平
均灰度值诊断早期 PD 的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 84.26%、
80.31%，其特异性均高于单项诊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早期 PD 的经颅超声图像可见黑质高回声面积增大，联合应用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比值
及 ROI 平均灰度值诊断早期 PD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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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好发于中老年人群，
患者以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姿态步态障碍为
主要表现，生活质量受到明显影响 [1]。大脑黑质致密部多
巴胺能神经元脱失是 PD 的主要病理特征，有学者指出，在
多数神经元未发生变性的运动前期实施干预对延缓 PD 进展
具有积极意义，但患者 PD 发病早期临床特征往往不明显 ，
根据病史及临床表现无法明确诊断 [2]。经颅超声检查中脑
和黑质等脑深部结构可取得高分辨率图像，定量评价受试
者神经元变性状态，有望为 PD 的早期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3]。
本研究选取 109 例患者与 50 名健康体检者，进行了对照分
析，观察经颅超声早期诊断 PD 的临床价值。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我院 2014 年 3 月—2016 年 3 月收治的 109 例 PD 患者，
均参照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制定的 PD 诊断标准确诊 [4]，
按照其病程分布，将病程＜ 5 年患者纳入早期组（n=51），
将病程＞ 10 年患者纳入晚期组（n=58），并选取同期 50 名
健康体检者，均未合并锥体外系疾病且无 PD 家族史，纳入
正常组。受试者排除标准 ：1）合并脑卒中或既往有脑外伤、
脑炎史 ；2）合并痴呆、精神疾病等其他严重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 ；3）既往有抗精神药物、多巴胺耗竭药物使用史或神
经毒素接触史。早期组平均年龄（68.31±5.69）岁，其中
男 29 例（56.86%），女 22 例（43.14%）；晚期组平均年龄
（68.15±5.74）岁，其中男 32 例（55.17%），女 26 例（44.83%）；
正常组平均年龄（68.30±5.52）岁，其中男 27 例（54.00%），

女 23 例（46.00%），各组受试者年龄、性别比例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临床研究经
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受试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书面
协议。

1.2

检查设备与方法

经颅超声设备为 iU22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荷兰
Phillips 公司），设备参数 ：探头频率 1.5 ～ 3.0 MHz，动态
范围 45 ～ 55 dB，深度 14 ～ 16 cm ；配套图像分析软件 ：
Motic Medical 2008 数码医学图像分析系统（厦门市麦克奥
迪软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受试者取仰卧位，头偏向一侧，
沿眶听线轴向扫描中脑水平横断面，使中脑位于图像的中
间部位，手动包绕中脑结构及同侧黑质高回声，测量中脑
面积、
黑质高回声面积并计算其比值 ；此外，
以直径 0.3 ～ 0.5
cm 的圆形选取感兴趣区（ROI），选取时避开异常强回声，
使用手工描记法测量 ROI 平均灰度值 [5-6]。

1.3

分析方法

比较各组受试者中脑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及其比值，
并比较各组受试者 ROI 平均灰度值 ；运用 Pearson 相关性
分析，计算上述指标与受试者年龄、性别及与患者病程的
相关性，并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其诊断
早期 PD 的灵敏度、特异性。

2
2.1

结果
经颅超声检测结果

晚期组黑质高回声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
比值及 ROI 平均灰度值高于早期组，早期组上述指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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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各组受试者中脑
面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1、
图 1 ～图
2。
1、图
1~图 2。
受试者中脑面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表1

各组受试者经颅超声检测结果比较（x±s）
表 1 各组受试者经颅超声检测结果比较（⎯x±s）
早期组
（n=51）

指标
指标

晚期组
（n=58）

正常组
（n=50）

4.41±0.31
4.41±0.31

4.39±0.28
4.39±0.28

4.43±0.35
4.43±0.35

*#
0.26±0.08*#
0.26±0.08

0.42±0.11**
0.42±0.11

0.13±0.03
0.13±0.03

5.90±1.24*#

9.58±1.96*

2.93±0.58

早期组（n=51）
2

2
中脑面积（cm
））
中脑面积（cm
2
黑质高回声面积（cm2）
黑质高回声面积（cm
）

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
黑质高回声面积/中脑面积（%）

晚期组（n=58） 正常组（n=50）

2.3

注：与正常组比较， P＜0.05；与晚期组比较，
P＜0.05
*
#

注 ：与正常组比较， P ＜ 0.05 ；与晚期组比较，#P ＜ 0.05

诊断效能分析

ROC 曲线示，黑质高回声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
脑面积比值联合 ROI 平均灰度值诊断早期 PD 的灵敏度、
特异性分别为 84.26%、80.31%，其特异性均高于单项诊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图 3。
表 3 经颅超声指标诊断早期 PD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
析（r 值）

9.58±1.96* 2.93±0.58
5.90±1.24*#
面积（%）
*#
152.39±12.47*
115.52±4.62
ROI 平均灰度值（像素）
135.81±10.26
ROI 平均灰度值（像素） 135.81±10.26*# 152.39±12.47* 115.52±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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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黑质高回声面积 指标
黑质高回声面积
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

阈值

灵敏度

特异性

0.20阈值cm2

80.26
特异性

74.88*

88.24

62.15*

灵敏度

0.20 cm
7.50%

80.26

74.88*

黑质高回声面积/中脑面积

7.50%

88.24

62.15*

ROI 平均灰度值

133.40 像素

81.33

70.75*

84.26

80.31

2

ROI 平均灰度值

133.40 像素

联合诊断

----

联合诊断

81.33

70.75*

84.26

80.31

P＜0.05 *P ＜ 0.05
注注：与联合诊断比较，
：与联合诊断比较，
*

.

.

注 ：标记区域为黑质高回声区，面积为 0.212 cm2
注：标记区域为黑质高回声区，面积为 0.21 cm

图1

早期组 PD 患者中脑经颅超声图像

图 3 经颅超声指标诊断早期 PD 的 ROC 曲线

图 1 早期组 PD 患者中脑经颅超声图像

3 讨论

图3

经颅超声指标诊断早期 PD 的 ROC 曲线

PD 又称震颤麻痹，患者病理生理改变以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进行性缺失为

3

主要特点，其早期临床症状特异性有限，确诊时多数患者病程已进入中晚期，黑

讨论
质多巴胺神经元已减少 50%以上

。因此，寻求一种能够准确诊断早期 PD 的手

[7]

PD 又称震颤麻痹，患者病理生理改变以黑质多巴胺能
经颅超声可完整穿透颅骨，在获得颅内血管脑组织和声像图的基础上，还可
神经元进行性缺失为主要特点，其早期临床症状特异性有
定量分析 PD 患者黑质的特异性病理生理过程
。本研究对 109 例 PD 患者及
限，确诊时多数患者病程已进入中晚期，黑质多巴胺神经
50 名健康体检者经颅超声指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PD 患者黑质高回声面积、
ROI 平均灰度值存在明显异常，且随着其病程
黑质高回声面积/中脑面积比值及
元已减少
50% 以上 [7]。因此，寻求一种能够准确诊断早期
的延长，经颅超声指标异常偏移更为明显，考虑与如下原因有关：1）黑质高回
PD 的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经颅超声可完整穿透颅骨，在获得颅内血管脑组织和
声像图的基础上，还可定量分析 PD 患者黑质的特异性病理
生理过程 [8-10]。本研究对 109 例 PD 患者及 50 名健康体检
者经颅超声指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PD 患者黑质高回
0.390.39
cm2 cm2
注 ：注：标记区域为黑质高回声区，面积为
标记区域为黑质高回声区，面积为
声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比值及 ROI 平均灰度
2 晚期组PD
PD患者中脑经颅超声图像
患者中脑经颅超声图像
图 2 图晚期组
值存在明显异常，且随着其病程的延长，经颅超声指标异
2.2 相关性分析
2.2 相关性分析
常偏移更为明显，考虑与如下原因有关 ：1）黑质高回声面
分析示，黑质高回声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ROI
/ 平 积的增加与纹状体系统损害程度具有一定关联，随着纹状
PearsonPearson
分析示，黑质高回声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中脑面积比值及
中脑面积比值及 ROI 平均灰度值与患者病程均呈正相关（P
均灰度值与患者病程均呈正相关（P＜0.05）
，与受试者年龄、性别无明显相关性 体系统损害的加剧，纹状体多巴胺能系统出现明显异常变
＜ 0.05），与受试者年龄、性别无明显相关性（P ＞ 0.05）。
化，而这一变化被认为是导致 PD 患者智能减退、情感障碍
（P＞0.05）
。见表 2。
见表 2。
的重要原因 [11-12] ；2）中脑黑质铁沉积也可导致黑质高回声
表 2 经颅超声指标与受试者年龄、性别、病程的相关性分析（r 值）
表 2 经颅超声指标与受试者年龄、性别、病程的相关
面积的显著增加，而多数研究均发现，铁蛋白含量的增高
指标
年龄
性别
病程
性分析（r 值）
与 PD 病情进展具有一致性，早期 PD 患者铁蛋白升高主要
中脑面积
0.015
0.025
0.103
指标
年龄
性别
病程
集中于多巴胺能神经元的黑色素颗粒，经颅超声图像灰度
黑质高回声面积
0.018
0.017
0.721*
中脑面积
0.015
0.025
0.103
值可反映 ROI 组织密度及铁蛋白含量，了解 PD 病情变化 [13]。
黑质高回声面积/中脑面积
0.033
-0.016
0.699*
*
与此同时，随着后期计算机处理技术的不断成熟，超声定
黑质高回声面积
0.018
0.017
0.721
*
ROI 平均灰度值
-0.011
0.042
0.735*
量分析 ROI 灰度值能够有效解决主观肉眼判断误差较大的
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
0.033
-0.016
0.699
注：*P＜0.05 ROI 平均灰度值
弊端，提高早期诊断的准确度 ；3）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
-0.011
0.042
0.735*
*
面积比值可反映 ROI 细胞排列和结构状态，该比值升高表
2.3 诊断效能分析
注 ： P ＜ 0.05
段显得尤为重要。

[8-10]

ROC 曲线示，黑质高回声面积、黑质高回声面积/中脑面积比值联合 ROI 平

8
PD 的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 84.26%、80.31%，其特异性均
均灰度值诊断早期
高于单项诊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图 3。
表 3 经颅超声指标诊断早期 PD 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析（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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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胞功能异常状态持续，细胞坏死、凋亡数量增加，软化、
钙化风险上升，故随着患者病程的延长，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比值逐渐上升，神经功能损伤进一步加剧 [14-15]。
在诊断效能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仅依靠经颅超声单
项指标诊断早期 PD 特异性偏低，即假阳性率偏高 [16]。需
要注意的是，虽然经颅超声具有非侵入性、快捷、易操作、
检查成本低等优势，但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若患者颞骨
窗条件有限，经颅超声检查时有 15% ～ 60% 患者无法测得
黑质回声，可能对诊断效能造成一定影响 [17-18] ；且目前临
床对于黑质回声增强的机理尚无明确阐释，故根据经颅超
声判断患者病情进展状态的准确性仍受到一定限制。因此，
在实施经颅超声的同时，还可辅以其他神经病学工具，进
一步丰富 PD 诊断手段。
综上所述，经颅超声可定量获取受试者黑质高回声面
积、黑质高回声面积 / 中脑面积比值及 ROI 平均灰度值等
指标，在 PD 的早期筛查中表现出了较高的诊断效能，值得
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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