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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探究 7T 标本 MRI 检测患严重淀粉样血管病（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CAA）和有阿尔茨海

默病病理的尸检病例所获得的微出血的组织病理学表现。

方法：方法：自当地数据库中筛选出 5 例死者（平均死亡年龄 79.6 ± 5.7 岁），5 例患者均经由标准的神经

病理学检查证实存在严重 CAA 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学表现。采用 7T  MRI（包括高分辨率 T2 和 T2*

加权序列）对经福尔马林固定的冠状位脑切片进行扫描。对每个病例中具有代表性的微出血取样以行组

织病理学分析，包括出血表现、血细胞分解产物以及缺血组织损伤的标记物等等。

结果：结果：在 MRI 结果中，我们甄别出了 >300 个皮质和 4 个皮质下微出血。在 15 个皮质微出血的样本中，

有 2 个组织学上与红细胞相一致（提示近期出血），4 个为无大量实质组织损伤的血管病（3 个纤维素

状坏死和 1 个血管瘤），9 个为铁阳性噬铁细胞聚集但无红细胞出现（提示陈旧性出血）伴轻中度慢性

缺血性组织损伤。

结论：结论：本项研究为 MRI 观察到的晚期 CAA 和阿尔茨海默病病例皮层微出血多样化病理特性以及可能的

不同病理生理学机制提供了证据。

CAA= 淀粉样脑血管病； H&E= 苏木素 & 伊红； MB= 微出血；TE= 回波时间；TR= 脉冲重复间隔时间；VUMC=VU 医疗中心。

大脑微出血（microbleeds, MB）是 MRI 中小血管病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他们

与脑血管病和痴呆相关，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MB 被认为是 MRI 中 T2* 加权相中小的、圆形的、界

限清楚的低信号病灶 [1]。深部或幕下 MB 与高血压有关，而皮层 MB 则提示淀粉样脑血管病（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 CAA）[2]。MB 被认为是铁阳性的血细胞分解产物局灶性沉积的代表，使得在敏感加

权 MRI 上呈现特征性的低信号。然而，对 MB 的确切组织病学特征所知甚少，且鲜有研究把 MRI 特征

与组织学联系起来 [3]。

出现血细胞分解产物意味着 MRI 中所观测到的为出血性 MB，这是根据其名称的推断。然而，尽

管缺乏原发性缺血的直接证据，但已证实MB可能与原发性缺血后的出血性转化相关 [4]。在CAA的患者，

均观察到出血和缺血的病理学特征，但是这些过程是如何相互关联尚不清楚 [5]。本项研究运用 7T 的标

本 MRI 对 5 例严重 CAA 的尸检病例进行检测以探索 MB 的组织病理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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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 84岁患有严重淀粉样脑血管病的老年女性死后脑组织中的 3处皮层微出血。在T2加权的标本MRI中，可以看到 3处微出血（1~3）
（A），相应的苏木素 & 伊红染色切片（B；采用黑墨水 [ 灰色包绕 ] 来引导 MRI 显示病灶的获取）。整个切片显示血管附近有 β 淀

粉样蛋白阳性沉积（C；从微出血 1 的水平获取）。微出血 1 与噬铁细胞（即，含铁血红素的巨噬细胞；棕褐色的沉积物）和胆红素

沉积（黄色物质）相符（D）。毗邻切片为铁阳性（D 中插图；比例尺为 100μm）。微出血 2 与严格描绘的含完整红细胞的圆形区域

相符（E）。毗邻切片仅在损伤边缘为铁阳性（未显示）。微出血 3 与噬铁细胞的局灶性沉积相符（F）。毗邻切片为铁阳性（F 中

的插图；比例尺为 100μm）。注意到微出血 2 的大小在 MRI 和组织学上十分相似，然而微出血 1 和 3 的面积在 MRI 上较在组织学

上大（可能源于含铁量较大）。

MRI 观察到淀粉样脑血管病的微出血与组织病理学上不同阶段的出血组织损伤相对应MRI 观察到淀粉样脑血管病的微出血与组织病理学上不同阶段的出血组织损伤相对应

病例。病例。自阿姆斯特丹 VU 医疗中心（VU Medical 

Center,VUMC）的神经病理学数据库中，我们筛选出了

2010 年 ~2014 年在尸检中经神经病理学评估为严重 CAA

的 5 例连续病例。选择经福尔马林固定的 10 mm 厚的冠

状位脑切片，包括额部、颞顶部和枕叶区域。每次扫描时，

我们均将切片浸泡在盛有 10% 福尔马林的有机玻璃容器

中，此容器经专门设计以便与 MRI 头部线圈相匹配。

标准的方案审批、登记和患者知情同意。标准的方案审批、登记和患者知情同意。遵从当地条例

并获得乌得勒支大学医疗中心和 VUMC 的审批。

MRI。MRI。通过双传输和 32 通道接收头部线圈（诺华医疗，

威明顿，MA）的 7T MRI 系统（飞利浦卫生保健，克利

夫兰，俄亥俄州）进行扫描。

步骤包括一个T2加权序列 [分辨率 400 × 400 × 400 μ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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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重复间隔时间（repetition time,TR）3,500 ms，回波

时间（echo time,TE）164 ms，扫描持续时间 1 小时 52

分钟 ] 和 T2* 加权序列（分辨率 180×180×180 μm3，TR 

75 ms，TE 20 ms，扫描时间 4 小时 59 分钟）。

由一位评定者对获取的影像进行筛选，定义为在

T2 和 T2* 上圆形或卵圆形的 < 10 mm 的低密度病灶为

MB[1]。对每一病例中至少从 1 个 MB 处取样，若各个脑

叶（额、颞、顶、枕）均有病灶，就从各脑叶处取样。

若有皮质下和海马中存在 MB 病灶，亦进行取样。

组织病理学。组织病理学。样本经过脱水 / 石蜡包埋后，切成 4 μm

厚的切片。第一个切片进行标准的苏木素 & 伊红

（hematoxylin& eosin, H&E）染色，临近的切片分别进

行Aβ以及Perl铁染色。有经验的神经病理学家（A.J.M.R.）

与另外的观察者（S.J.v.V）一起检查 H&E 染色切片中的

所有病灶。他们注意到存在完整或溶解的红细胞（提示

存在近期出血）和存在血液分解产物 [ 胆红素、噬铁细

胞（即，含铁血红素的巨噬细胞）]（提示陈旧性出血）。

他们也注意到在出现血液分解产物时会有不同程度的原

浆性星形细胞和组织缺失 / 水肿。结合组织病理学观察，

并依据原发病因（如，本质上可能为缺血或者出血）对

病灶进行解读。另外还注意到存在红色神经元，这提示

急性缺血性组织损伤。对临近的切片进行检测，看是否

有 Aβ以及铁出现。

病 例 特 点 以 及 MRI 结 果 请 见 表 e-1

（Neurology® 网站 Neurology.org）。参与者的平均

死亡年龄为 79.6 ± 5.7 岁。所有病例均已证实存

在明显的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特征，但无一例在大

体病理上显示有原发性颅内出血的证据。

MRI。MRI。总体上，我们在 5 个病例中的 4 个病例里

甄别出了 300 多个皮层 MB，其中有一位病例中

存在 3 个基底节 MB 和 1 个海马 MB。1 例患者无

MB。没有在白质中观察到 MB。3 个皮层 MB 为

非典型的 MRI 表现：2 个形状不规则，1 个信号强

度不均一。因此，对其中 2 个非典型的 MB 取样

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组织病理学。组织病理学。对 MRI 观察到的 21 个 MB 进行靶

向取样，并分别进行组织病理学分析，包括 17 个

皮质 MB、3 个皮质下 MB 和 1 个海马 MB。2 个

具有典型 MRI 表现的 MB 没能重新进行组织病理

学检查，可能是由于取样错误所造成的。取样 MB

的详细组织病理学结果见表 e-2。

近期出血。近期出血。1 个皮质 MB 显示为完整红细胞，

提示急性出血（图 1E）。1 个皮层非典型的 MB

显示为部分红细胞裂解，伴铁阳性的噬铁细胞和

胆红素（图 2；该 MB 有不均一的 MRI 信号强度），

提示（亚）急性出血。在该 MB 中发现破裂的血管。

血管病。血管病。4 个皮层 MB 符合血管病的表现 [3 个

纤维素样坏死（图 2）和 1 个动脉瘤（组织学上测量

大约 500 μm）] 而不是实质损伤。

陈旧性出血：陈旧性出血：出血性微梗死。其他的 9 个皮

层MB为铁阳性的噬铁细胞局灶性或散发性聚集，

偶有胆红素沉积（n = 2），但无红细胞（图 1）。

所有的这 9 个病灶都伴有不同程度的原浆型星形

胶质细胞和组织的缺失 / 水肿。有些提示为陈旧

在 1 例患严重淀粉样脑血管病的 84 岁老年女性患者尸检脑组织中的 3 处皮层脑出血。（A）中非典型的微出血 1 与（B）中的病灶一致，显示有血管破裂伴部分溶解的

红细胞溢出。（A）中微出血 2 和 3 分别对应病灶（C）和（D），显示 2 个严重扩张的血栓形成血管中存在纤维素沉积和血管壁处的红细胞聚集，提示纤维素样坏死（经

毗邻切片的磷钨酸 / 苏木素染色确定）。

MRI 在淀粉样脑血管病中观察到的与出血和血管病相符的微出血MRI 在淀粉样脑血管病中观察到的与出血和血管病相符的微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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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出血伴随轻度胶质组织增生（图 3D），其余的

为慢性缺血性损伤伴出血转化（图 3B；这部分

MB 在 MRI 上为不规则的外形）。在某些病例中，

依据病灶的主要特点进行的解读仍存在不确定性

（表 e-2）。

没有靶病灶是以红色神经元的形式来显示急

性缺血损伤的证据。

海马 MB 为亚急性出血，以红细胞溶解伴铁

阳性的噬铁细胞为特征。基底节 MB 为铁阳性的

噬铁细胞聚集，没有红细胞，亦无轻度原浆型星

形胶质细胞和组织缺失（图 e-1）。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是，MRI 观察到的严重

CAA 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皮质 MB 的组织病理

学特征在损伤阶段和病灶本质均具有多样性。MB

意味着血管病、（亚）急性出血、陈旧性出血伴

轻中度缺血性组织损伤或出血性微梗死。

在 1 例 81 岁患严重淀粉样脑血管病的老年男性患者的尸检脑组织的 2 处皮层微出血。（A）中的不典型微出血与（B）中的病灶对应，

显示存在一处明显组织缺失区域，伴原浆型星形胶质细胞（箭头）以及一些散在分布的噬铁细胞（褐色点；虚线箭头），提示为出

血性微梗死。毗邻切片为铁阳性（B 中插图，比例尺为 100 μm）。有趣的是，这些微出血在低分辨率的 T2* 上更加典型（即，在活

体检查时的分辨率）。（C）中微出血与（D）中病灶对应，显示噬铁细胞的局灶性沉积（褐色点）、原浆型星形胶质细胞（箭头）、

轻度组织缺失，高度提示陈旧性出血伴广泛性胶质细胞反应。毗邻切片为铁阳性（D 中插图，比例尺为 100 μm）。

在淀粉样脑血管病中 MRI 观察到的潜在微出血呈现慢性缺血性组织损伤在淀粉样脑血管病中 MRI 观察到的潜在微出血呈现慢性缺血性组织损伤

观察到的 MB 绝大多数（>98%）位于皮质

内。这与 CAA 主要累及皮质血管相一致，且近

期业已通过一项 CAA 患者的在体 7T MRI 研究所

证实 [6]。尽管实际上 MB 有典型的、定义明确的

影像特征 [1]，但它们潜在的组织病理学是多样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仅有小部分 MB 显示为近期出

血事件。大多数 MB 为局灶性噬铁细胞的沉积。

尽管缺乏血管破裂（可能是潜在事件的出血证据）

的证据，这些病灶通常被解读为陈旧性出血。正

如之前所报道的，噬铁细胞通常伴反应性星形胶

质细胞 [7]。这可以解释为对原发性出血损伤的胶

质细胞反应。然而，当反应性星形细胞增生伴明

显的组织缺失时，一种可能的假设是这反映了原

发性缺血性组织损伤伴出血转化。其余的噬铁细

胞会作为 MB 的特征呈现于 MRI 上。的确本研

究中我们发现了类似于出血性微梗死的病灶，这

在既往的研究中亦有报道 [8-10]。应该注意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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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病理学研究（如本研究）的横断面特点其实不

应该用来评估事件发生的顺序，基于静态组织病

理学所观察到的初始损伤的本质具有一定的主观

性。这需要在实验研究中进行进一步探究，以评

估组织中血管破裂或闭塞的原发和继发结果。

当把我们的结果转化到在体 MRI 时，应考虑

到与体外 MRI 相关的几个本质性问题。首先，体

外 MRI 可能存在与死后环境相关的伪影（如，刺

穿血管的死后血栓在体外 T2 和 T2* 加权 MRI 上

被误认为 MB）。尽管我们并没有根据组织病理学

观察甄别出任何假阳性，但不能排除在我们研究

以外中取样的 MB 存在这样伪影的情况。其次，

死亡过程中的事件可能引起出血，这可能导致我

们样本中急性出血被过高估计。然而，这不太可

能，因为我们仅观察到一处出血时间近到可以采

用此类事件解释（图 1E）。最后，敏感性问题也

起了一定作用。体外 MRI 较在体 MRI 可获得更高

的分辨率，这可能是此研究观察到 MB 比临床在

体 MRI 报道的 MB 数目更多的原因 [2]。因此，在

体 MRI 上 MB 的多样性程度仍有待观察。在这样

的背景下，追踪患者弥散加权 MRI 上观察到的急

性微梗死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且检查是否在以后

的影像随访中可以进展成为 MB。

这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很小。然而，

在这 5 个病例中我们观察到许多 MB。尽管临床

病史有异质性，然而本项研究中纳入的所有病例

均为经专门筛选患有严重 CAA 的病例。事实上，

所有患者被证实伴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特征，

可能正因为如此，所有进行活检的患者均来自于

VUMC 的记忆门诊。来自于其他患者群体（如颅

内脑出血的患者）的 CAA 相关 MB 可能会有所不

同，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一个局限性是，每例

患者扫描约 3 个层面并不能覆盖整个大脑。这可

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 1 例患者的 MRI 上没有

观察到任何 MB。

我们的研究强调严重 CAA 患者外观统一的

MB 存在多样性的病理学特点，可能反映了不同

的病因。进一步关于缺血在 MB 形成中作用的研

究或许可以提高我们对 CAA 相关组织损伤病因

的理解。

（周 东  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