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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触诊组织定量技术诊断不同时期移植肾
急性排斥反应的临床价值
樊韵玲 杨萍 杨橙 季正标 何婉媛 王文平

【摘要】
法

目的

探讨声触诊组织定量（VTQ）技术在诊断不同时期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中的临床价值。方

回顾性分析 170 例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受者行 VTQ 检查的时间以及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

生情况，将肾移植术后 4 周内和术后 4 周后的受者分为肾功能正常组（41 例和 51 例）、急性排斥反应组（22 例
和 56 例）。比较肾移植术后不同时期肾功能正常组和急性排斥反应组的临床超声参数情况；分析超声参数在肾
移植术后不同时期急性排斥反应中的诊断价值。结果

肾移植术后 4 周内，急性排斥反应组的阻力指数（RI）

和剪切波速度（SWV）均明显高于肾功能正常组（均为 P<0.001）；术后 4 周后，急性排斥反应组 SWV 明显高
于肾功能正常组（P<0.001）。术后 4 周内，RI、SWV 诊断急性排斥反应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29、
0.803；术后 4 周后，RI、SWV 诊断急性排斥反应的 AUC 分别为 0.478、0.794，SWV 的诊断价值高于 RI（P<0.05）。
术后 4 周内 SWV 诊断急性排斥反应的截断值高于术后 4 周后。结论

VTQ 技术能有效辅助诊断不同时期移植

肾急性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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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virtual touch tissue quantification technique in diagnosing acute rejection of transplant kidney at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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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hanghai Medical Imaging Institute, Shanghai 20003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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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virtual touch tissue quantification (VTQ) technique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rejection of transplant kidney at different stage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170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VTQ examination and the occurrence of acute rejectio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the recipients within 4 weeks and after 4 weeks post-renal transplantation were assigned
into the normal renal function group (n=41, 51) and acute rejection group (n=22, 56). Clinical ultrasound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stage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ultrasound
parameters in acute rejec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was evaluated. Results Within 4 weeks
post-renal transplantation, the resistance index (RI) and shear wave velocity (SWV) in the acute rejection group were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renal function group (both P<0.001). After 4 weeks post-renal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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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WV in the acute rejection group was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renal function group (P<0.001).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RI and SWV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rejection were 0.729 and 0.803 respectively within 4
weeks post-renal transplantation, which were 0.478 and 0.794 respectively after 4 weeks post-renal transplantation.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SWV was higher than RI (P<0.05). The cutoff value of SWV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rejection within
4 weeks post-renal transplantation was considerably higher than that after 4 weeks post-renal transplantation. Conclusions
VTQ technique can effectively assist in diagnosing acute rejection of transplant kidney at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 Ultrasound examination; Virtual touch tissue quantiﬁcation technique; Renal transplantation; Acute
rejection; Shear wave velocity; Resistance index; Peak systolic velocity

超声检查为肾移植术后并发症首选的影像学无

移植肾尿路梗阻、肾周积液、局部感染及严重心肺疾

创诊断方法，移植肾血管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

病。170 例受者移植肾术后随访时间均超过 3 个月。

RI）是诊断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的常用超声诊断指标，

1.2 检查方法

然而单独应用 RI 无法准确反映术后移植肾的功能改

采 用 Siemens Acuson S2000 彩 色 多 普 勒 超 声 诊

变。声触诊组织定量（virtual touch tissue quantiﬁcation,

断仪，4C1 探头。先用灰阶超声和彩色多普勒超声显

VTQ）技术是无创评估组织弹性的新方法，它通过剪

示移植肾的形态结构特征和血供情况，并测量移植肾

切波速度（shear wave velocity, SWV）对组织弹性进

的段间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peak systolic velocity，

行定量评价，该技术与以往显示组织解剖信息、血流

PSV） 和 RI， 各 测 量 3 次， 取 平 均 值。 然 后 进 行

特征的常规影像学方法不同，为临床疾病的鉴别诊断

VTQ 检测：显示移植肾长轴切面，探头与皮肤轻触

提供了新的思路。本研究旨在采用 VTQ 技术测量肾

但不施加压力，嘱患者屏住呼吸，以移植肾中部皮质

移植术后不同时期、不同状态的肾弹性参数，以初步

作为弹性成像的感兴趣区 [1]，使取样框尽量与肾被膜

探讨该技术在诊断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中的临床应用

垂直，测量 SWV 5 次，取平均值。穿刺前 1~3 d 行

价值。

VTQ 超声检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行同种异体肾移植的 170 例受者的临床

1.3 研究内容
比较肾移植术后不同时期肾功能正常组和急性排
斥反应组的临床超声参数情况；分析超声参数在肾移
植术后不同时期急性排斥反应中的诊断价值。
1.4 统计学方法

资料。根据受者行 VTQ 检查的时间以及肾移植术后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符合

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情况，将肾移植术后 4 周内和术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间均

后 4 周后的受者分为肾功能正常组、急性排斥反应组。
术后 4 周内肾功能正常组 41 例，其中男 21 例，女 20 例，
年 龄（34±11） 岁； 术 后 4 周 内 急 性 排 斥 反 应 组
22 例，其中男 20 例，女 2 例，年龄（38±10）岁。

值的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以穿刺病理学结
果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曲 线， 根 据 曲 线 下 面 积（area
under curve，AUC）计算超声参数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术后 4 周后肾功能正常组 51 例，其中男 32 例，女 19 例，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年龄（41±12）岁；术后 4 周后急性排斥反应组 56 例，

2 结 果

其中男 44 例，女 12 例，年龄（36±11）岁。各组间
年龄及原发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构

2.1 肾移植术后不同时期肾功能正常组和急性排斥

成比术后 4 周内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反应组超声参数情况

术后 4 周后的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急性排斥反应诊断依据移植肾穿刺活组织检查

肾移植术后不同时期肾功能正常组和急性排斥反
应组超声参数比较如表 1 所示。肾移植术后 4 周内，

（活检）的病理学诊断，参考 Banff 2007 诊断标准。

急性排斥反应组的 RI 和 SWV 均明显高于肾功能正

所有受者已排除移植肾动脉狭窄、动脉和静脉血栓、

常组（均为 P<0.001）；术后 4 周后，急性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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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肾功能正常组的 R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反应的发生仍是导致远期移植肾功能减退的重要原因。

但 急 性 排 斥 反 应 组 SWV 明 显 高 于 肾 功 能 正 常 组

移植肾穿刺活检是诊断移植肾功能障碍的金标准 [2]，

（P<0.001）。

但肾活检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作为一种侵入性检查，

无论急性排斥反应组抑或肾功能正常组，肾移植

肾活检存在并发症风险和取样不足等缺点 [3-7]，并不

术后 4 周内 SWV 均高于肾移植术后 4 周后的 SWV（均

是每例肾穿刺活检都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肾功能状态。

为 P<0.05）。

因此，需要找到一些无创、准确诊断急性排斥反应的

2.2 超声参数诊断肾移植术后不同时期急性排斥反应的

检测方法，以便尽早采取治疗措施。

ROC 曲线分析

目前临床上超声检查评估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的
常用指标是 RI，但 RI 受年龄、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

以移植肾活检为金标准诊断急性排斥反应，以肾
移植术后不同时期超声参数 RI 及 SWV 绘制 ROC 曲线。

管危险因素及肾内、外血流动力学因素的影响 [8-15]，

结果显示，术后 4 周内，RI、SWV 诊断急性排斥反

且 RI 对于急性排斥反应的诊断价值仍然存在争议。

应 的 AUC 分 别 为 0.729、0.803； 术 后 4 周 后，RI、

早期文献报道，RI 升高与移植肾排斥反应的发生相

SWV 诊断急性排斥反应的 AUC 分别为 0.478、0.794，

关 [16-17]。但后续研究发现，RI 并不能准确可靠地诊

说明 SWV 的诊断价值高于 RI（P<0.05）。术后 4 周

断移植肾排斥反应

[18]

，发生排斥反应时 RI 可以表现

内 SWV 诊断急性排斥反应的截断值高于术后 4 周后

为正常

（表 2）。

本研究以肾移植术后 4 周为界，评估 RI 对不同时期

3 讨 论

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的诊断价值。结果表明，虽然在

[19]

，而肾功能稳定的患者 RI 也可能升高 [20]。

肾移植术后 4 周内，急性排斥反应组 RI 高于肾功能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肾移

正常组，但肾移植术后 4 周后，急性排斥反应组 RI

植术后 1 年的移植物存活率不断提高，但长期存活率

与肾功能正常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肾移植

却停滞不前。目前随着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肾移植受

术后 4 周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时，RI 的表现可与肾

者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明显降低，但急性排斥

功能正常患者无明显差别，这与 Yang 等 [21] 的研究结

表 1 肾移植术后不同时期肾功能正常组和急性排斥反应组的超声参数
Table 1 Ultrasound parameters of normal renal function group and acute rejection group at different stage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

术后 4 周内

术后 4 周后

急性排斥反应组
（n=22）

P值

肾功能正常组
（n=51）

急性排斥反应组
（n=56）

P值

0.49±0.15

0.47±0.19

0.150

0.46±0.16

0.41±0.19

0.176

RI

0.62±0.08

0.78±0.18

<0.001

0.62±0.09

0.61±0.08

0.717

SWV（m/s）

2.55±0.41

2.99±0.23

<0.001

2.39±0.34

2.75±0.34

<0.001

参数

肾功能正常组
（n=41）

PSV（m/s）

表 2 肾移植术后不同时期超声参数诊断急性排斥反应的 ROC 曲线分析
Table 2 ROC curve analysis of ultrasound parameters in diagnosis of acute rejec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参数

AUC

截断值

灵敏度

特异度

P值

术后 4 周内

0.729

0.800

0.455

1.000

0.003

术后 4 周后

0.478

0.560

0.821

0.275

0.697

术后 4 周内

0.803

2.620

1.000

0.634

0.000

术后 4 周后

0.794

2.430

0.875

0.686

0.000

RI

SWV（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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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yield and complications[J]. Clin Kidney J,

果相似。

2018, 11(5):616-622. DOI:10.1093/ckj/sfy051.

RI 对于移植肾排斥反应的评估能力有限，特别
是术后 4 周后对急性排斥反应的诊断价值较低。VTQ

[4]

学报（医学科学版）,2018,39(4):612-617.

SWV 有助于评估移植肾排斥反应 [21-23]。本研究以肾

PENG LR, LIU WM, JIANG T, et al. Apparent diffusion

移植术后 4 周为界，评估 SWV 诊断移植肾急性排斥

coefficient value and histo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of

反应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显示，肾移植术后 4 周内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J]. J Sun Yat-sen Univ

和术后 4 周后急性排斥反应组的 SWV 均明显高于肾

(Med Sci),2018,39(4):612-617.
[5]

of techniques[J]. J Vasc Access, 2018, 19(3):291-296.

4 周后对急性排斥反应的诊断价值优于 RI。
功能正常组中，肾移植术后 4 周内 SWV 均高于肾移

PLATTNER BW, CHEN P, CROSS R, et al. Complications
and adequacy of transplant kidney biopsies: a comparison

急性排斥反应诊断均有较好的提示作用，特别是术后
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在急性排斥反应组还是肾

彭令荣 , 刘卫敏 , 江婷 , 等 . 透明细胞肾癌的表观扩散
系数值与组织学分化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J]. 中山大学

技术是一种无创评估组织弹性的方法，以往研究表明

功能正常组。这表明 SWV 对肾移植术后各个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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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77/1129729817747543.
[6]

FERGUSON C, WINTERS S, JACKSON S, et al.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omplication and adequacy rates

植术后 4 周后的 SWV，其原因可能与移植肾均伴有

of ultrasound-guided native and transplant non-focal renal

一定程度的缺血 - 再灌注损伤有关。缺血 - 再灌注损

biopsies[J]. Abdom Radiol (NY), 2018, 43(8):2183-

伤出现在肾移植术后早期，对移植肾的早期恢复和远

2189. DOI:10.1007/s00261-017-1405-z.

期预后均有重要影响，可导致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

[7]

肿胀、坏死，并造成微血管淤血、间质水肿及炎症

kidney biopsy in the United States: 5-year data analysis

细胞浸润 [24]，这些现象可能引起短期内移植肾 SWV

of the nationwide inpatient sample[J]. Clin Kidney J,

升高。这种类型的组织损伤在术后 4 周尤其是术后
2 周内最明显。有研究认为肝移植术后早期 SWV 较

2018, 11(3):330-336. DOI:10.1093/ckj/sfx102.
[8]

高，其原因同样与冷缺血、缺血 - 再灌注损伤等因素
相关

[25]

ultrasonography[J]. PLoS One, 2019, 14(8):e0221244.
DOI:10.1371/journal.pone.0221244.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移植肾急性排
体介导的排斥反应可能有差异，但限于样本量，本次
研究未对排斥反应类型进行分组比较；其次，对于
病毒感染等原因引起的移植肾功能异常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

ABE M, AKAISHI T, MIKI T, et al. Influence of renal
function and demographic data on intrarenal Doppler

。

斥反应类型可能对 SWV 有影响，如 T 细胞介导和抗

AL TURK AA, ESTIVERNE C, AGRAWAL PR, et al.
Trends and outcomes of the use of percutaneous native

[9]

PROVENZANO M, RIVOLI L, GAROFALO C, et al.
Renal resistive index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atients:
possible determinants and risk profile[J]. PLoS One, 2020,
15(4):e0230020. DOI:10.1371/journal.pone.0230020.

[10] KUZNETSOVA T, CAUWENBERGHS N, KNEZ J, et al.
Doppler indexes of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and diastolic

综 上 所 述，VTQ 技 术 能 有 效 辅 助 诊 断 不 同 时

flow and central pulse pressure in relation to renal

期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其诊断价值高于常规超声

resistive index[J]. Am J Hypertens, 2015, 28(4):535-545.

检查。

DOI:10.1093/ajh/hpu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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