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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CT灌注成像在首发抑郁症患者诊断中的效果

周　华 1 、 张　艳 2

【摘要】目的　分析脑 CT 灌注成像在首发抑郁症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本院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180 例首发抑郁症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同期门诊体检的

180 例健康人员作为对照组，均进行脑 CT 灌注成像检查，比较两组平扫、增强扫描后颅脑各脑叶

CT 值。结果　（1）两组左顶叶、右顶叶、左颞叶、右颞叶、左枕叶、右枕叶平扫后 CT 值、TIP、

MTT、rCBF、rCB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左额叶、右额叶平扫 CT 值均低于对照组

（P< 0.05）。（2）两组左顶叶、右顶叶、左颞叶、右颞叶、左枕叶、右枕叶增强扫描后 CT 值、TIP、

MTT、rCBF、rCB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左额叶、右额叶增强扫描 CT 值均低于对照

组（P< 0.05）。结论　首发抑郁症患者左右额叶脑组织密度 CT 值均低于正常对照，可能存在大脑额

叶功能改变，对首发抑郁症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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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erebral CT perfusion imaging in the diagnosis of first episode depression 
　　ZHOU Hua，ZHANG Yan. Department of Imaging，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erebral CT perfusion 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80 pa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

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180 cases of healthy people who underwent out-

patient physic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erebral 

CT perfusion imaging examination，and the CT values of each lobe of the brain after unscanned and enhanced scann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1）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T values，

TIP，MTT，rCBF and rCBV of left parietal lobe，right parietal lobe，left temporal lobe，right temporal lobe，left oc-

cipital lobe and right occipital lob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plain CT values of left frontal lobe and right 

frontal lob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2）There were no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T values，TIP，MTT，rCBF and rCBV of left parietal lobe，right parietal lobe，left 

temporal lobe，right temporal lobe，left occipital lobe and right occipital lobe after enhanced scann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CT values of left frontal lobe and right frontal lob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T value of brain tissue density in left and right frontal lobes of pa-

tients with first episode depress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people，which may have the change of brain function in 

frontal lobes，which has certain clinical value for the diagnosis of first episode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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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患病率较高的精神疾病，以持久

性的行动减少、言语减少、思维抑制、心境低落为

特征［1］。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抑郁症的

发生率在 1.3～1.5％［2］。近年来，随着我国人们生活

压力增加，抑郁症的发生率明显增高，且发病人群

有低龄化、年轻化趋势［3］。脑 CT 灌注成像可以观察

大脑血流情况，具有易普及、费用低、操作方便等

优点，通过分析各脑叶皮层灌注参数，可以对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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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病情作出诊断。基于此，本文选定本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180 例首发抑郁症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旨在探讨脑 CT 灌注成像在首发抑郁症患者

中的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180 例首发抑郁症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同期门

诊体检的 180 例健康人员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

患者均符合《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解读：

评估与诊断》中对“抑郁症”诊断标准。②患者均为

首次发病。③年龄在 18～85 周岁。④意识清醒、对

答切题。⑤均知情，已同意。排除标准：①研究前接

受过电休克等对症治疗者。②处于哺乳、妊娠期女

性。③合并帕金森、幽闭恐惧症等疾病者。④合并

恶性肿瘤者。⑤中途从此项研究退出者。⑥合并颅

内器质性病变者。⑦近 6 月经历过重大应激事件者。

本研究已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观察组：79 例

男性、101 例女性；年龄在 20～64 岁，平均（42.52±

5.74）岁；文化程度：42 例初中（及以下）、50 例高中、

88 例大专（及以上）；体重在 42～86kg，平均（64.52
±8.05）kg。对照组：77 例男性、103 例女性；年龄在

22～63 岁，平均（42.58±5.69）岁；文化程度：45 例

初中（及以下）、51 例高中、84 例大专（及以上）；体

重在 44～85kg，平均（64.59±8.01）kg。两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症状评估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HAMD-24）评估

入组患者的抑郁情绪，由精神科主治医生 1 名负责

测评，包括 24 项，采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总分

<8 分提示患者无抑郁症状，>20 分提示患者有抑郁

症状。分数越高，提示患者抑郁情绪越严重。

1.2.2　脑 CT 灌注成像检查

采用东芝 Toshiba64 排螺旋 CT，将基底节层面

作为扫描中心，扫描范围应覆盖大脑前动脉、中动

脉、后动脉，采用高压注射器经肘注射 50mL 碘对比

剂，5mL/s 的注射速率，24mm 扫描范围，4 个扫描

层面，4s 延时事件，连续扫描 45s，扫描速度是 1 转

/s，120Kv 电压，200mAs 管电流，512×512 矩阵，

将扫描所获得的的数据传输到工作站，采用脑灌注

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比较两组平扫、增强扫描后

颅脑各脑叶 CT 值：包括左顶叶、右顶叶、左颞叶、

右颞叶、左枕叶、右枕叶、左额叶、右额叶、TIP（达

到峰值时间）、MTT（平均通过时间）、rCBF（局部脑

血流量）、rCBV（局部脑血容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统计学软件处理所有数据，计量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n（％）表示。以 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平扫后颅脑各脑叶 CT 值比较

两组左顶叶、右顶叶、左颞叶、右颞叶、左枕

叶、右枕叶平扫 CT 值、TIP、MTT、rCBF、rCBV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左额叶、右额叶

平扫 CT 值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平扫后颅脑各脑叶CT值比较（x±s）

组别
左顶叶
（HU）

右顶叶
（HU）

左颞叶
（HU）

右颞叶
（HU）

左枕叶
（HU）

右枕叶
（HU）

左额叶
（HU）

右额叶
（HU）

TIP（s） MTT（s）
rCBF（mL·100g-

1·min-1）
rCBV

（mL/100g）

对照组（n=180）34.52±3.1634.05±2.6234.39±3.8234.22±2.5434.21±2.8434.16±1.5234.62±1.5234.82±2.1725.62±4.62 5.62±1.64 81.52±3.62 4.31±0.64

观察组（n=180）34.59±3.1234.08±2.5534.40±3.7934.29±2.6134.22±2.9234.19±1.5931.26±0.9230.28±1.4524.95±4.55 5.71±1.59 81.59±3.71 4.32±0.59

t 0.211 0.110 0.025 0.258 0.033 0.183 25.372 23.339 1.386 0.529 0.181 0.154

P 0.833 0.912 0.980 0.797 0.974 0.855 0.000 0.000 0.167 0.597 0.856 0.878

2.2　两组增强扫描后颅脑各脑叶 CT 值比较

两组左顶叶、右顶叶、左颞叶、右颞叶、左

枕叶、右枕叶增强扫描 CT 值、TIP、MTT、rCBF、

rCB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左额叶、

右额叶增强扫描 CT 值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2。

3　讨论

目前，临床普遍认为抑郁症的发生与心理 - 社

会因素、生化因素、遗传因素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

系［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

们生活压力明显增加，长期的心理压力得不到释放，

容易出现各种精神、躯体症状，进而引发抑郁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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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直至 2020 年，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

癌症的第二大疾病，对患者生命安全构成了一定威

胁［7］。抑郁症患者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动作、言语

迟缓、减少、思维迟缓、情绪低落等，同时伴有闭

经、便秘、体重减少、食欲减退、乏力、睡眠障碍等，

对其工作、生活等均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加重了

社会、家庭负担［8-9］。据调查显示：将近 15％的患者

存在自杀倾向［10］。故及早对首发抑郁症患者病情作

出准确的诊断，以便及早接受针对性治疗，可有效

延缓疾病进展，减轻社会、家庭负担。

抑郁症患者大部分存在脑部功能、结构损害，

与健康人群比较，抑郁症患者的脑区对消极、悲观、

绝望等不良情绪的敏感性更高，且抑郁症患者敏感

脑结构的血液供应引流、细胞代谢、体积、形态等

均发生了变化，最终引发神经细胞、神经元体积减

少、数目减少，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如果脑区功能

以及结构发生变化，则会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例

如学习记忆力降低、兴趣缺失等［11-13］。由于首发抑郁

症患者从正常逐渐演变为病态，不会受到年龄、治

疗、病程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左

顶叶、右顶叶、左颞叶、右颞叶、左枕叶、右枕叶

平扫、增强扫描后 CT 值、TIP、MTT、rCBF、rCB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左额叶、右额

叶平扫、增强扫描后 CT 值均低于对照组（P<0.05）。

提示首发抑郁症患者脑 CT 灌注成像左顶叶、右顶叶、

左颞叶、右颞叶、左枕叶、右枕叶平扫、增强扫描

后 CT 值、TIP、MTT、rCBF、rCBV 与健康人群的差

异性不大，但首发抑郁症患者左额叶、右额叶平扫、

增强扫描后 CT 值低于正常人。分析如下：CT 灌注成

像的原理是以对比剂为基础，利用对比剂放射性同

位素弥散特点，包括去卷积法、非去卷积法，以高

压注射器快速团注对比剂，连续性 CT 扫描 ROI（感

兴趣区域），获得 ROI 时间 - 密度曲线，通过不同的

数字模型，计算出不同灌注区的 CT 值，在计算过程

中，不需要假设潜在的脉管系统，与实际血流动力

学更加接近，可以准确的反映出患病部位的实际情

况［14-16］。CT 灌注成像可以量化的反映患者脑组织血

流灌注量变化，明确发病部位的血流供应情况。

综上所述，首发抑郁症患者左右额叶脑组织密

度 CT 值均低于正常人，可能存在大脑额叶功能改

变，对首发抑郁症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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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增强扫描后颅脑各脑叶CT值比较（x±s）

组别
左顶叶
（HU）

右顶叶
（HU）

左颞叶
（HU）

右颞叶
（HU）

左枕叶
（HU）

右枕叶
（HU）

左额叶
（HU）

右额叶
（HU）

TIP（s） MTT（s）
rCBF（mL·100g-

1·min-1）
rCBV

（mL/100g）

对照组（n=180）9.82±1.34 9.68±1.29 9.55±1.13 9.62±0.94 9.65±0.44 9.62±0.34 9.86±1.34 9.59±1.16 24.62±3.85 5.29±0.64 79.29±5.62 4.31±0.54

观察组（n=180）9.85±1.29 9.70±1.25 9.59±1.10 9.59±0.86 9.59±0.49 9.66±0.39 4.52±0.46 4.28±0.34 24.66±3.79 5.30±0.61 79.30±5.59 4.29±0.59

t 0.216 0.149 0.340 0.316 1.222 1.037 50.569 58.935 0.099 0.152 0.017 0.335

P 0.829 0.881 0.734 0.752 0.222 0.300 0.000 0.000 0.921 0.880 0.987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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