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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肾移植供肾血管影像学评估的应用价值
彭露露 宋亭
【摘要】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的重要治疗手段。随着肾移植手术需求量的增大及对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

要求的增高，术前供肾的筛选及评估引起了临床医师的关注。术前全面清晰了解肾动、静脉的正常解剖及变异，
可缩短手术时间，提高手术成功率。随着影像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层螺旋 CT 血管造影（MSCTA）、磁共振
血管造影（MRA）、彩色多普勒超声及肾动脉血管造影已成为术前评估供肾血管情况的主要影像学方法，其中
MSCTA 具有快速、相对无创、敏感性及准确性高等特点，可作为活体肾移植前了解供肾血管的首选检查方法。
本文综述了各种影像学方法的优、缺点，临床医师需根据患者的不同需求来选择最合适的影像学评估方法。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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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是慢性肾脏病的高发地区，近年来其发病率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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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 [10]。

续上升趋势，据调查显示，2012 年中国慢性肾脏病的发病

供体两侧肾脏在解剖学和功能学上均有所不同，选择

率高达 10.8% 。慢性肾脏病进展的最终结局通常是终末期

哪一侧肾脏进行切除，基本原则是将形态及功能相对更好

肾衰竭，这时肾脏替代治疗将是患者用以维持生命的唯一

的肾脏保留，同时兼顾供、受体的手术安全 [10]。中国活体

方式。肾脏替代治疗包括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移植 [2]。

供肾移植临床指南（2016 版）要求“慎重选择存在解剖异

尽管近年来透析治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肾衰竭患者的病

常的供体，根本出发点是保障供体安全”。当供体两侧肾

[1]

死率仍然较高，生存质量较低

[3-5]

。目前肾移植被认为是治

脏无解剖变异且功能良好时，优先选取左肾进行切除，主

疗肾衰竭的最佳方法，患者肾移植术后的生存期和生存质

要是由于左肾静脉较长、管径较粗，血管容易暴露。当供

量均明显高于透析治疗者。然而，随着急需肾移植患者数

肾血管的解剖变异时，选择解剖变异小、手术处理相对简

量的不断增加，肾源严重短缺的情况日益严峻。充分利用

单的一侧作为供肾，可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创伤，提高肾

供肾已成为活体肾移植的重要研究内容

[6]

。术前准确评估

供肾血管、合理选择手术方法可以减少肾移植术后并发症
发生，从而提高供肾存活率

[7-9]

移植成功率 [11]。
在供肾切除前行影像学检查，一方面可了解肾脏的解

。

剖和生理状况，有助于外科医师术前熟悉肾血管解剖并确

目前供肾切取有标准开放供肾切取术、小切口开放供

定手术方式，尽可能减少手术损伤和出血，同时也为缩

肾切取术（mini-open donor nephrectomy，MODN）、腹腔

短术中肾脏热缺血时间提供良好保证，以此降低缺血 - 再

镜供肾切取术以及机器人辅助供肾切取术。不论选择何种

灌注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12]；另一方面可排除肾脏相

手术方式，均应首先保障供、受体的安全。肾血管起源、

关器质性病变，确保一侧肾脏切除后对侧肾脏能够具有

走行及数量等变异较多，个体差异较大，为避免不必要的

足够的代偿功能。肾血管的影像学检查主要包括多层螺

创伤、改善供肾移植后的功能并提高其存活率，外科医师

旋 CT 血 管 造 影（multi-layered screw computed tomography

需在术前全面了解相关血管的正常解剖、发育变异及有否

angiography，MSCTA）、 磁 共 振 血 管 造 影（magnetic

畸形等，这对供肾的筛选、手术方案的制定及供肾预后有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彩色多普勒超声及肾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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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造影，每种成像技术各有优劣，这要求我们需要根据

及主动脉后位型静脉。副肾静脉是最常见的肾静脉变异，

患者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影像学评估手段。

发生率为 15%～28%，有时副肾静脉可以进入髂静脉。主

1

肾血管的起源、正常解剖及变异

1.1 肾血管的起源

动脉周围型静脉是指左肾静脉分支的腹部和背部环绕腹主
动脉，发生率为 8%～17%。主动脉后位型静脉指左肾静脉
走行于主动脉后方，随后在低位注入下腔静脉，发生率为

在正常情况下，人类在胚胎期随着肾脏位置的上升，

3% 左右。肾静脉及下腔静脉的变异相对较少，但它们的存

高位新生血管不断地建立，
低位的旧血管开始逐渐退化消失，

在可能会增加手术难度并提高并发症的发生率。因此，术

最终双肾仅各自保留一根肾动脉和一根肾静脉。如果在该

前评估肾静脉的解剖学走行很有必要。

过程中，血管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退化不完全甚至退

2

化停滞，将导致肾动脉及静脉血管发生相应的变异。
1.2 肾动脉的正常解剖及变异

肾移植供肾血管的影像学评估

2.1 多层螺旋 CT 血管造影

肾动脉一般左右各一，大多起自第 1～2 腰椎水平腹主

近年来，随着多层螺旋 CT（multi-layered screw computed

动脉的两侧，多低于肠系膜上动脉开口水平，但是有少数

tomography，MSCT）扫描技术和各种后处理技术的不断完

肾动脉可直接起自于髂总动脉。右肾动脉一般走行于下腔

善，MSCTA 成为了一种快速、准确及微创的新型血管成像

静脉的后方，较左肾动脉长，约 5% 的右肾动脉走行于下

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全身各个系统血管的显示以

腔静脉前方，左肾动脉一般走行于左肾静脉的后上方。每

及相关疾病的诊断，尤其在肾移植供肾血管的术前评估方

侧肾动脉到肾门前，分为数支经肾门入肾。

面，其准确性已经超过传统“金标准”——血管造影 [14]。

肾动脉的变异主要包括副肾动脉和肾动脉过早分支。

MSCTA 的临床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中国活体供肾移植临

副肾动脉指除了主肾动脉之外，有另一支肾动脉进入肾脏

床指南（2016 版）认为，MSCT 及其三维重建是肾脏解剖

供血，根据进入肾脏的位置不同，又可分为副肾门动脉及

学评估的标准方式 [11]。

副肾极动脉，副肾门动脉的直径与主肾动脉的直径相仿，

供体的 MSCT 检查一般包括平扫及三期动态增强扫描，

副肾极动脉则一般较主肾动脉更为细小。副肾动脉可两侧

首先以 5～7 mm 的层厚对中腹部进行 CT 平扫，范围需包

同时发生，可为一根或多根，发生范围广，可以起自腹主

括双肾上、下极，向下还需包括髂总动脉（需注意观察有

动脉至髂动脉分叉水平的任何位置。绝大部分的副肾动脉

无起源于髂总动脉的副肾动脉），随后经静脉注射含碘的

与主肾动脉平行走行（偶可见相互交叉），均起自腹主动

非离子型对比剂碘克沙醇（注射剂量 320 mgI/mL，注射速

脉的同侧壁。副肾动脉的发生率约为 18%～28%，术前发

率 3～4 mL/s）进行三期动态增强扫描。平扫需着重观察

现有否存在副肾动脉十分重要，因为肾段与肾段之间缺乏

肾脏的大体结构、有否肾结石及泌尿系有否积液等合并症。

动脉吻合分支，一旦手术过程中切断被遗漏的副肾动脉，

增强扫描检查是 MSCT 检查的关键步骤，为了清晰显示供

极有可能导致移植肾肾段梗死等严重后果。另外，存在副

肾血管的结构，需设定相对固定的扫描时间以决定扫描时

肾动脉的肾脏术中处理时间较单一肾动脉的肾脏长，故延

相。通常在注射对比剂后 25 s、50 s 及 30 min 分别进行扫描，

长了供肾的缺血时间，提高了急性排斥反应及血管并发症

从而得到动脉期、静脉期及延迟期的增强扫描图像，动脉

的发生率，降低移植肾的存活率。

期及静脉期增强扫描图像分别用于观察肾动脉及肾静脉的

肾动脉过早分支是指在主肾动脉开口 2 cm 内（也有学

正常解剖和变异情况，而延迟期增强扫描图像可用于观察

者认为是 1.5 cm 内）发出分支供应相应肾段，其发生率为

肾盏及肾盂的充盈情况，以排除集合系统内的占位性病变，

10%～19%[13]。术前发现肾动脉过早分支非常重要，它决

同时评估肾脏排泄能力 [15]。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供体年龄

定了供肾的选择及术中血管吻合方式，如肾动脉在分支前

较大、体型过胖或过瘦、存在心脏方面的疾患时，对比剂

的长度少于 1.5 cm，手术切段后不易进行吻合，这种情况

的注射剂量及增强扫描的触发时间应作适当调整。此外，

不宜行肾移植术。

增强扫描可采用自动追踪技术进行触发，通常在肾动脉开

1.3 肾静脉的正常解剖及变异

口层面设定感兴趣区及用于触发增强扫描的阈值，以此可

肾静脉通常与肾动脉伴行，走行于肾动脉的前方，左
右各一。肾皮质通过小叶间、弓、叶间及叶静脉后聚集形

很大程度上避免因个体差异而导致的图像质量下降，同时
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扫描以降低辐射。

成主干肾静脉后出肾门。在进入下腔静脉前，左肾静脉走

CT 平扫及增强扫描，结合图像后处理技术的应用，对

行在肠系膜上动脉和腹主动脉之间，右肾静脉汇入下腔静

供肾血管及其解剖变异的显示率可达 100%。图像后处理应

脉右侧缘。一般情况下，左肾静脉长度约为 6.8～7.5 cm，

使用薄层重建图像，图像层厚通常选用 0.6～1.0 mm，层间

右肾静脉长度约 2.5～2.6 cm。左肾静脉收纳左肾上腺静脉、

隔越小越好，获得薄层图像后，可进行血管二维及三维重建，

左睾丸静脉，其属支还与周围静脉丛吻合，右肾静脉无肾

前者主要指多平面重组（multiplanar reformation，MPR）、

外属支。
肾静脉的变异主要包括副肾静脉、主动脉周围型静脉

曲面重组（curved planar reformation，CPR）及最大密度投
影（maximal intensity projection，MIP），后者主要包括容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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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A 目前已成为显示供肾血管常用的影像学评估方法。

shaded display，SSD） 及 CT 血 管 仿 真 内 镜（CT virtual

与 MSCTA 相比，MRA 的优点是无放射性损伤，不需

endoscopy，CTVE）。MPR 可以从不同角度显示血管的局

使用含碘对比剂，从而降低了含碘对比剂相关不良反应事

部解剖及形态，尤其对血管有无狭窄及瘤样扩张等有较大

件的发生率。然而，有学者认为，MRA 在供肾血管的评价

的优势。
CPR 能弥补 MPR 的不足，
通过追踪血管的走行路径，

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MRA 在监测供肾动脉钙化、发现细

能够将本来迂曲的血管拉直并展开，使其在二位平面上显

小的副肾动脉（尤其是副肾极动脉）和肾动脉早期分支等

示血管的全程。MIP 除能整体显示肾动脉及肾静脉的走行

血管变异方面准确性较差 [16]。此外，MRA 成像时间长、

特点之外，
对显示较小的副肾动脉及肾段动脉等有显著优势。

时间分辨率低、噪声大、价格昂贵，供体体内有铁磁性金

然而，由于 MPR、CPR 及 MIP 是二维图像，图像的空间

属异物时不适合进行该项检查。因此在能够接受 MSCTA

立体感往往不足，难以给外科医师直观、立体的空间视觉

检查的情况下，MRA 不作为供肾血管评估的首选方法，但

效果，MIP 可能会使小范围高密度及低密度的病变被遮盖

其可以作为含碘对比剂过敏或肾功能低下等不适宜 MSCTA

而造成假阴性的诊断。VR 在显示血管空间位置及结构方面

检查供体的补充检查手段。

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在活体无创情况下，为外科医师提供

2.3 彩色多普勒超声
彩色多普勒超声是一种无辐射、无创伤的影像学检查

供肾血管立体的空间解剖关系。SSD 也可很好地显示肾血
管区域复杂的解剖关系，如肾动脉主干的起源、直径及形

手段，可以显示肾动脉血流方向、流速及血管腔等情况，

态等。然而，SSD 易出现假象，不能准确反映密度衰减灰阶。

且在肾移植术后复查及长期随访过程中检出相关并发症有

CTVE 能较好地显示腹主动脉、双肾动脉开口及肾动脉血

着重要作用 [17-20]。然而，彩色多普勒超声的检查结果易受

管内壁结构，但其易受重建者重建角度和方法的影响。

肠道气体、腹部脂肪厚度及操作者水平的影响，部分肾动

目前显示供肾血管最常用的后处理技术是 VR 及 MIP。
由于肾血管接近水平走行，横断位的扫描图像通常难以显

脉及肾静脉无法良好、全面显示。
2.4 肾动脉血管造影

示肾血管的全貌，冠状位的重建能够清楚显示肾血管的解

肾动脉血管造影能够充分充盈主肾动脉及各级小血管

剖形态及走行。与其他重建方式相比，VR 对于空间结构的

分支，准确显示肾脏各级血管的分布及走行情况，并能够

显示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多角度多方位进行观察，有助于

初步判断有否肾血管相关病变和肾实质富血供的肿瘤性病

立体、宏观并全面地显示肾动脉的起源、走行及分布情况。

变。肾动脉血管造影曾被认为是术前评估活体供肾血管的

对于显示较为复杂的血管解剖结构，
尤其是出现血管重叠时，

“金标准”，但肾动脉血管造影在显示肾静脉解剖方面价值

可以对目标血管进行不同方位的观察。MIP 能够反映像素
间的密度差异，凡是具有密度差的体素均可良好显示，因
此即使极为细小的副肾动脉或小血管分支（<2 mm），在
MIP 上也可准确显示。MIP 同时也能够为血管钙化、狭窄、

有限，作为一种有创性检查，其并发症发生率为 2%～10%，
且费用昂贵，对操作技术要求较高。因 MSCTA 对活体供
肾血管评估的特异性及敏感性与肾动脉血管造影相仿 [16]，
目前 MSCTA 已经基本取代肾动脉血管造影，成为了活体

异常供血、瘤样扩张或动脉瘤等细节提供诊断信息。

供肾血管评估的主要影像学检查手段。

2.2 磁共振血管造影

3

MRA 作为一种无创性的血管成像技术，具有准确、安
全的特点，能发现供肾血管的解剖形态、发育变异及相关
血管病变。MRA 是依靠血液的流动效应来成像的，目前
有时间飞跃法（time of ﬂight，TOF）和相位对比法（phase
contrast，PC）两种采集方法。TOF 的优点是方便、成像速
度快，因此临床使用较为广泛。缺点是在血流湍流等情况
下，TOF 可能会引起的局部信号的丢失，从而出现类似血
管狭窄的假象，为诊断带来困惑。PC 的优点是背景组织的

小 结
综上所述，肾血管的变异率高，肾移植前准确评估供

肾血管的正常解剖结构及变异情况，对于确保手术的成功，
保障供、受体双方的安全至关重要。在肾血管的影像学检
查方法中，MSCTA 具有快速、相对无创、敏感性及准确性
高等特点，能够准确、直观地评价活体供肾血管的正常解剖、
变异及走行情况，可作为活体肾移植前了解供肾血管的首
选影像学检查方法。

抑制效果较好，有利于血管狭窄及小血管等的显示，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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