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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心脏支架后
还能做磁共振检查吗？
随着心脏介入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普及，心脏支架、心脏封堵器以及心脏
瓣膜等都在临床应用， 尤其是冠状动脉
支架的使用更是十分普遍。 因此，就产生
了一个新的问题：放了心脏支架后，还能
进行磁共振检查吗？ 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据我院心内五科主任冯春光介绍，
美国心脏病学院（ACC）早在 2010 年就
发表了心血管磁共振专家共识， 专门就
体内植入物， 包括冠状动脉支架的成像
安全性进行了阐述。
首先， 含铁的置入物在固定的磁场
中会产生铁磁性， 不能进行心脏磁共振
检查， 这可能会引起置入物在体内的移
动。 尽管目前大部分金属置入物含铁的
成分少，呈弱磁性，但是在行 CMR 前，应
该进行试验， 确定该置入物的磁性大小
以及是否在磁场中移动。 其次，在 CMR
扫描时，会使用和产生梯度磁场，该磁场
会产生瞬间电流，通过导线和电极（如起
搏器）传导，导致心律失常的风险。 另外，
磁共振扫描时的射频波会产热， 使导丝
或电极的温度升高 1℃左右，有损坏置入
物的风险。因此，行 CMR 检查前，对植入
物的了解和询问， 以及技术操作人员的
经验是十分重要的。
能否行 CMR 检查，取决于置入物的
金属材料，一般情况下，正规厂家的产品
要求注明“磁共振安全”、“磁共振不确
定”或“磁共振不安全”。 非铁磁性的金属
置入物，如不锈钢 300 系列、钛或钛合金，

拿到体检报告， 有些女性朋友
会在“主要健康问题”这一栏看到乳
腺小叶增生这种病。 有些人为此十
分紧张，其实它只是一只“纸老虎”，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它像感冒一样
常见。
八成女性有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

可以直接行 CMR 检查。弱磁性的置入物
因磁性很弱，一般不会移动位置，如血管
内支架和金属瓣膜等， 但最好 6 周后再
行 CMR 检查。大多数冠状动脉支架或外
周血管支架都是弱磁性或无磁性的，且
紧密地支撑在血管内壁，很难移动，特别
是 6 至 8 周后已有内膜生长，变得更加牢
固。 目前认为，3.0TMR 或以下场强的
MR 机上进行检查是安全的。
根据文献报道，支架术后 CMR 的主
要目的是观察急性或慢性心肌梗死的情
况以及心功能状况，包括梗死部位、累及
范围， 以及评估术前术后心功能的改善

等。 目前的研究表明，支架术后 CMR 是
安全可行的， 并且可以比较清晰客观显
示心肌情况。
总之， 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后行
CMR 检查是安全可行的，因此这些病人
完全可以接受其他部位的磁共振检查，
前提是患者接受该检查是明显获益的。
张雪园
支持专家：
冯春光 心内五科主任 主任医师
专家门诊时间：周四全天
咨询电话：18936376559

初雪过后
慢阻肺病人如何过寒冬
支持专家：呼吸二科副主任 李若然副主任医师

上周末，徐州刚刚迎来了初雪。 俗话
说“霜前冷、雪后寒”，此时节应格外关注
慢阻肺，认知疾病，并做好防护，避免慢
阻肺急性加重，幸福呼吸过寒冬。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慢阻肺”，发病一般悄无声息，很多
人直到出现上楼气喘，活动量下降，方才
发现患病。 而这时发现大多为中晚期，患
者的肺功能下降很多， 若慢阻肺能被提
前发现，早期治疗，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
也会大大提高。
慢阻肺为慢性病变，病程长，临床表
现症状轻重视病情程度而定。 其主要症
状为：慢性咳嗽、咳痰、喘息、胸闷、呼吸
困难，而且病变呈现长期、进行性发展。
早期可无症状或仅在劳动、 运动时感到
气短，此外尚可感到乏力、体重下降、食
欲减退、上腹胀满。

吸烟是慢阻肺的罪魁祸首
慢阻肺就是一种使气道逐渐阻塞的

关于乳腺增生
你必须了解的几个问题

破坏性肺部疾病。 这个病通常由吸烟、长
期处于烟雾或灰尘污染空气环境中所引
起。 因为慢阻肺的早期症状多限于活动
时气促、轻微咳嗽和黏液痰增多，很多人
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吸烟者的正常现象，
或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 李若然指出，
“吸烟咳嗽”是慢阻肺的第一个信号。
研究证明，吸烟时间越长、吸烟量越
大，患病率也越高，吸烟堪称慢阻肺的病
因之首。 吸烟者患病率比不吸烟者高 10
倍以上。有 25%的重度吸烟者最终会发展
为慢阻肺， 而七成以上的慢阻肺患者是
吸烟者。 呼吸道感染、长时间接触粉尘和
化学物质、 空气污染等因素也是导致慢
阻肺的主要原因。

45 岁以上人群应定期检测肺功能
具有慢阻肺易感性以及处于慢阻肺危
险因素的人群均应列为筛查对象。 出生
时属于早产儿或营养不良儿或儿时反复
有呼吸道感染者、 有家族史或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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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患有慢阻肺但本人无症状者、 具有慢
性咳嗽史或慢性支气管炎史者、 胸闷气
短者、连续吸烟 10 年以上者、长期职业暴
露者。 对于正常人来说，连续咳嗽两周以
上并伴有咳痰现象， 且在咳嗽时候有胸
鸣音者就应当到医院做一个肺功能检查
以判断是否患有慢阻肺。
“肺功能检测是诊断慢阻肺的‘金标
准’。 ”李若然表示，只要对着肺功能仪吹
几口气，就能评价气道阻塞程度。 他说，
45 岁以上人群应像量血压一 样，定期到
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测。
李若然提醒大家， 慢阻肺症状极易
被人忽视，若症状频繁出现，切勿当它是
小病一桩，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慢阻
肺患者应该避免过于剧烈的运动， 而应
该选择诸如散步、 太极拳这一类运动量
较平缓的运动方式。 呼吸锻炼可以采用
鼓腹呼吸、缩唇呼吸、用力深快吸气后放
松缓慢呼气等呼吸锻炼的方法。 此外，还
有一些专用的吸气锻炼的器械帮助呼吸
锻炼。
乔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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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乳腺外科主任曹苏生介
绍， 乳腺增生指乳腺上皮和基质的
增生，可表现为周期性乳房胀痛（常
表现为月经前）、乳房有肿块感或结
节感（经期前较明显）、烦躁易怒等
症状。 乳腺增生症的“罪魁祸首”是
内分泌激素的失调。 由于女性体内
的激素会随着生理周期发生变化，
当体内雌激素水平升高时， 会刺激
乳腺使之处于增生充血状态， 当激
素下降时，乳腺组织本应恢复原状，
但不可能每次都能恢复到之前的水
平，总会有一些“顽固分子”会留下
来， 长期以往便会发展成为乳腺增
生症。 所以很多时候它是不可避免
的， 据统计，80%左右的女性都会有
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 年龄集中在
25-45 岁。
这三件事儿会让乳腺增生变严重
虽然大部分女性都会有乳腺增
生，但有人没有感觉，体检时才会发
现，而有些人却疼痛难忍呢？ 可以从
这几个方面找原因：
1、情绪因素，压力、焦虑、发脾
气等都会直接引起体内内分泌波
动，让本来“安分”的乳腺增生活跃
起来。
2、饮食因素，过多地食用富含
雌激素的食物如蜂胶、蜂王浆等，为
了延缓衰老或美容而乱吃富含激素
的补品等都会导致乳房疼痛加剧。
辛辣食物、 烟酒等也会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
3、内分泌因素，比如经常服用
紧急避孕药， 或因为某些疾病长期
服用含雌激素的药物都可能改变体
内内分泌环境，造成乳腺增生。
极少数乳腺增生可能会癌变
曹苏生介绍， 单纯性乳腺增生
症， 以明显的周期性乳房胀痛为特
征，月经后疼痛会自行消失，这类增
生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
但乳腺囊性增生病变， 是以乳
管上皮细胞增生为主要病变， 乳房
内出现的肿块多为弥漫性增厚，有
部分患者呈局限性表现， 且呈椭圆
形的囊状物居多。 此类增生有极少
数可能发展为癌变。
“因此，有乳房疼痛现象、体检
时发现有腺体局限性增厚或包块的
女性， 尤其是 40 岁以上的女性患
者，不能轻易诊断为乳腺增生症。 ”
曹苏生说， 最好进一步做个彩
色超声检查， 必要时需做乳腺 X 线
钼靶摄片或磁共振等检查， 排除乳
腺癌之后方可诊断为乳腺增生症。
付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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