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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髂总静脉受压程度稳定性在不同时间的CT增强图像上的对比
沈莉，顾建平，王利伟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放射影像科，南京 210006)

[摘要] 目的：探讨同一患者左髂总静脉受压率在不同时间CT增强图像上的稳定情况。方法：共124例无下肢静脉
疾病症状者进行了盆腔CT增强检查，并在1年内复查了CT增强检查，测量和比较2次检查中左髂总静脉受压率的变化
程度，并分析年龄与左髂总静脉受压率的相关性。结果：同一患者的2次检查中，左髂总静脉受压率基本相同，两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957，P>0.05)。不同性别患者的左髂总静脉受压率在2次检查中均无明显变化(P>0.05)。无论
受压率是否大于50%，左髂总静脉受压率在前后2次检查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和左髂静脉受压率无明
显相关性(年龄<50岁：r=0.152，P>0.05；年龄≥50岁：r=–0.214，P>0.05)。结论：左髂总静脉受压程度基本稳定，不
随检查时间变化，受压率与年龄无明显相关性，单次CT增强检查可以准确地显示、诊断左髂总静脉的受压程度。
[关键词] 髂静脉受压；体层摄影术；深静脉血栓

Comparison of compression stability in left common iliac
vein at different time by contrast-enhanced CT
SHEN Li, GU Jianping, WANG Liwe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ﬃliated Nanjing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mpression stability in left common iliac vein (LCIV) at different times
by contrast-enhanced CT in the same patient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124 patients (without signs of lower extremity venous
diseases), who underwent contrast-enhanced CT at pelvic cavity and reexamined within one
year. The degree of compression changes in LCIV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examinations.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the compression rate of LCIV was
analyzed.
Results: In the two examinations for the same patient, the compression rate of LCIV was almost
the same,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0.957, P>0.05). Moreover, the 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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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of LCIV did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 (P>0.05). No matter whether
the compression rate was more than 5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LCIV
compression between two examination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the compression rate of LCIV (age<50 years: r=0.152, P>0.05; age≥50 years: r=–0.214,
P>0.05).
Conclusion: The compression degree of LCIV is almost stable, which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age. The contrast-enhanced CT for single time can accurately display and diagnose the
compression degree of LC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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髂静脉受压综合征(i liac vein compression
syndrome，IVCS)是髂静脉受压和/或存在腔内异常
粘连结构所引起的下肢和盆腔静脉回流障碍性疾
病，主要解剖原理是左髂总静脉(left common iliac
vein，LCIV)受压于前方的右髂总动脉(right common
iliac artery，RCIA)，而后方受前凸腰椎的挤压，导
致LCIV管腔狭窄[1]。通过CT和MRI等影像技术[2-3]，
LCIV与邻近血管等组织的关系可以直观显示，并通
过测量有关数据可计算LCIV受压率。但有研究[4]认为
单次磁共振静脉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phy，
MRV)不能准确显示LCIV受压情况。作者对此存有疑
问，为了证实该结论，作者通过对2次CT增强显示的
髂静脉受压程度的比较，探讨同一患者的髂静脉受压
率是否稳定，单次CT检查能否准确诊断髂静脉受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搜集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行盆腔 CT增
强检查2次以上的患者，测量并分析2次检查LCIV受
压率变化情况。病例排除标准：1)盆腔内有压迫髂
血管的肿瘤；2)有下肢血管腔内手术史；3)扫描范
围不符要求者；4)碘造影剂过敏患者。最终纳入本
研究的患者共124例，其中男67例，女57例，年龄
25.00~83.00(59.24)岁。将患者按以下因素分组：1)性
别。根据性别将患者分为男性组和女性组。2)LCIV
受压率。根据LCIV受压率不同，将患者分为受压率<
50%组和受压率≥50%组。3)年龄。按年龄将患者分
为<50岁组和≥50岁组。所有患者检查前均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设备及参数
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第2代双源128层螺旋CT

机。124例均采用仰卧位。扫描参数如下：管电压
为120 kV，螺距(球管旋转360 ° 进床距离与准直宽
度之比)为1.0，旋转1周时间为0.33 s，采集层厚为
0.60 mm。采用高压注射器经肘前静脉注射对比剂碘
海醇(350 mg/mL)100 mL，注射流率为3.0 mL/s，同时
采用对比剂跟踪触发技术。扫描方向为从头到脚，
盆腔扫描范围包括两侧髂总静脉汇合处上下5 cm。
1.2.2 LCIV受压率计算方法
在横断面上，测量LCIV管腔受压最窄部位短径
和同层面RCIV管腔短径，并根据LCIV和RCIV计算
LCIV受压率。LCIV受压率=(受压处LCIV短径/同层面
RCIV短径)×100%。
1.2.3 图像后处理方法
所有图像由2名放射科医师独立进行测量计算，
取其结果的平均值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测量数据
均在工作站获得。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据用均
数 ± 标准差( x±s )表示。对同一患者LCIV短径与同层
面RCIV管腔短径进行配对 t 检验，对患者2次检查中
LCIV受压率进行配对 t 检验，对不同性别、受压率
大于/小于50%患者的2次LCIV受压率分别进行配对 t
检验，对LCIV受压率与患者年龄进行Pearson相关分
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 LCIV受压的CT表现
由 于 LCI V 受 到 前 方 髂 动 脉 压 迫 ， 因 此 2 次 检
查的CT横断面图像均表现出LCIV管腔受到动脉压
迫(图1)，管腔不同程度变扁，LCIV受压率范围为
5%~73%，2次检查LCIV受压率平均值分别为41.41%和
41.56%，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7，P=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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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同一患者前后 2 次 CT 检查的横断面图像
Figure 1 Cross-sectional images of twice CT in the same patient
A: First examination; B: Second examination

2.2 LCIV短径与同层面RCIV短径的比较
在LCIV管腔受压层面，第1次检查的LCIV短
径为(7.17±1.17) mm，RCIV短径为(11.45±3.13) mm，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5.476，P<0.001；
表1)，LCIV短径明显小于RCIV短径；第2次检
查 的 L CI V 短 径 为 ( 7 . 0 0 ± 2 . 9 9 ) m m ， RCI V 短 径 为

( 1 1 . 2 3 ± 3 . 5 8 ) m m ， 结 果 同 样 显 示 LCI V 短 径 明 显
小于RCIV短径( t =–12.683， P <0.001)。2次检查中
LCI V 受 压 率 统 计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 第 1 次 受 压 率 为
41.03%±17.74%，第2次受压率为42.11%±19.25%，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0.957，P=0.340)。

表 1 2 次 CT 增强检查中 LCIV 短径和 RCIV 短径 (n=124，x±s)
Tabel 1 Short diameter of the LCIV and the RCIV by twice contrast-enhanced CT (n=124, x±s)
LCIV受压处短径/mm

RCIV管腔短径/mm

t

P

第1次

7.17±1.17

11.45±3.13

–15.476

<0.001

第2次

7.00±2.99

11.23±3.58

–12.683

<0.001

CT增强检查

2.3 不同性别、不同程度受压、不同年龄的LCIV受压
率稳定性比较
男性组第1次扫描LCIV受压率与第2次LCIV受压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27，P=0.189；表2)；女性
组第1次扫描LCIV受压率与第2次LCIV受压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0.005，P=0.096)。
全部患者LCIV有不同程度受压，其中受压率<
50%组有88例，该组患者受压率在2次检查中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1.369，P=0.180；表3)；受压率≥50%
组36例，2 次检查的受压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0.549，P=0.585)。LCIV受压率不同的患者，受压率
均较稳定。
年龄<50岁组36例，年龄≥50岁组88例，2个
不同年龄组的年龄与受压率之间无相关性(年龄<50
岁： r =0.152， P =0.376；年龄≥50岁： r =–0.214，
P=0.056)。

表 2 不同性别组 2 次 LCIV 受压率比较 (x±s)
Tabel 2 Comparison of compression rates of LCIV in the diﬀerent gender groups (x±s)
性别

n

男
女

LICV受压率/%

t

P

45.19±19.21

–1.327

0.189

45.18±19.97

0.005

0.096

第1次检查

第2次检查

67

37.49±15.69

57

39.50±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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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受压程度患者两次 LCIV 受压率的测量及结果比较 (x±s)
Tabel 3 Measurement and comparison of twice LCIV compression rates in diﬀerent compression degree patients (x±s)
组别

n

LICV受压率/%
第1次检查

第2次检查

t

P

受压率<50%

88

32.98±13.87

33.81±16.12

–1.369

0.180

受压率≥50%

36

60.69±8.24

62.38±7.79

–0.549

0.585

3讨 论
随着下肢深静脉置管溶栓治疗深静脉血栓的增
多，越来越多的研究 [5-6]发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与LCIV受压紧密相关。此外，有学者 [7]认为LCIV重
度狭窄还可以引起非血栓性疾病的下肢慢性静脉功
能不全，因此髂静脉受压，尤其是LCIV受压引起了
较多关注。临床上，CT增强和MRV常用来显示、测
量并计算LCIV的受压程度[3, 8]。
Shaunagh等[4]收集了36例同时接受MRV和CT增强
检查的患者，通过对2种影像方法测得的LCIV受压率
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同一患者的CT增强和MRV所得
的LCIV受压率有统计学差异，因此认为单次的MRV
检查不能诊断IVCS。有学者[9]分析认为患者体内血容
量的变化影响了静脉血液的充盈，从而引起了管腔
的变化，因此可能导致了2次检查中LCIV受压率的改
变。本组资料显示：在124例无下肢疾病人群中，前
后2次检查中LCIV受压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对研究
中不同性别、不同受压率的患者，分别分析LCIV受
压率前后2次数值变化，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因此，根据本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果中，同一
患者在1年内不同时刻重复行盆腔CT增强检查，通过
测量LCIV受压处的短径，并通过其计算得出的LCIV
受压率是稳定的，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正常人体
内不同时刻血容量的变化可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变
化范围，血管管腔变化可能是全身性协调一致的改
变，管腔相对比例可能比较稳定，不会引起明显改
变。Shaunagh等 [4]通过MRV与CT增强检查的对比研
究，发现LCIV受压率在2次检查中有较大的差异，但
该研究中的科研方法存在缺陷，其中32例患者的受压
率比较是在CT和MRI之间进行的，而事实上，CT和
MRI的成像原理不同，MRI本身有假阳性和夸大受压
程度的情况，作者认为同一患者的2次比较应该在CT
与CT之间、或MRI与MRI之间进行，本研究克服了这
一缺陷，科研设计更加合理，从而得到的结论也更
加可靠。本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同一患者的
受压情况基本稳定，1年内无明显变化，单次CT检查
能够明确诊断髂静脉受压情况。
现 在 比 较 公 认 的 I VCS 病 程 演 变 可 分 为 3 个 阶

段 [10]，第一阶段为髂静脉单纯受压，无侧支形成和
临床症状；第二阶段为LCIV受压狭窄达到一定程度
后，髂静脉内有棘状物形成；第三阶段伴有髂股静
脉血栓形成。本研究中，将124例患者以LCIV受压率
是否大于50%为分界，分组分析了不同受压率的患者
在先后2次检查中LCIV受压有无变化，结果表明无论
在LCIV受压较轻的或较重的患者中，受压程度均无
明显变化，因此推测无论静脉内有无形成棘状物，
LCIV与周围结构之间的解剖结构仍然是相对稳定
的，受压程度不会发生明显改变。
此外，根据IVCS的成因，有学者[11]将IVCS分为
单纯受压型、腰椎退变相关型及其他原因受压型，
在腰椎退变相关型中，认为由于腰椎骨赘形成、椎
体前突等原因会加重LCIV受压。在本研究中，结果
显示年龄与LCIV受压率无明显相关性，LCIV并未随
着年龄的增大发生明显的受压增加。
本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本研究纳入的对象均
为无明显下肢静脉疾病的正常人群，未纳入临床已
明确诊断IVCS的患者，但由于IVCS患者的LCIV受压
程度较正常人群更大 [12]，髂静脉管腔内常已有棘状
物的形成，因此推测LCIV受压程度会比较稳定。这
有待以后研究进一步证实。
总之，LCIV受压是引起下肢深静脉血栓、下肢
慢性疾病等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其受压程度在1年
内是较稳定的，单次CT增强检查可以准确评估髂静
脉的受压程度，可以作为临床诊疗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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