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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核医学·

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ＰＥＴ分子探针
蔡汉成尹端浊张岚李谷才
【摘要】

郑明强

汪勇先

阿尔茨海默病（ＡＤ）是一种退行性神经功能障碍性疾病，其典型病理学特征是Ｂ．淀粉

样蛋白斑块、神经纤维缠结和基底前脑乙酰胆碱能损害。ＰＥＴ分子探针，特别是靶向Ｂ．淀粉样蛋
白斑块、乙酰胆碱酯酶或受体显像的分子探针是最可靠的ＡＤ早期检测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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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阿尔茨海默病（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是一种
退行性神经功能障碍性疾病。ＡＤ患者的主要病理
学特征之一是由淀粉样蛋白沉积产生淀粉样蛋白斑
块，它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样ｐ蛋白（ａｍｙｌｏｉ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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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ＡＰ），１３．ＡＰ在脑内的沉积可能是引发ＡＤ的重

性及清除性。通过对转基因ＡＤ大鼠脑部的体外放

要原因【ｌ】。同时发现，ＡＤ患者的基底前脑乙酰胆碱

射性自显影实验发现，该类化合物与Ｂ—ＡＰ斑块有

能受损１２１，胆碱能发生损害后，可能会引起突触减

很强的专一性结合。

少甚至丧失，引起认知、记忆等多方面的功能障

１１３吖啶类似物（ｂｅｎｚｏｘａｚｏｌｅ类，又称ＢＦ系列）

碍１３１。因此，开发合适的靶向Ｂ．ＡＰ斑块或乙酰胆碱

吖啶黄及其类似物曾被用作淀粉样配体的研

受体（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ｅｒ，ＡｃｈＲ）或酶的ＰＥＴ分

究。虽然吖啶黄结合Ｂ．ＡＰ能力低，但Ｓｕｅｍｏｔｏ等【１０ｌ

子探针，直接对活体脑内ｐ．ＡＰ斑块或乙酰胆碱酯

合成及标记其衍生物ＢＦ－１０８的研究发现，ＢＦ．１０８

酶（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 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ＡｃｈＥ）或受体进行显

与Ｂ．ＡＰ斑块、神经斑块、神经原纤维缠结以及转

像，对ＡＤ的早期检测、发病进程的跟踪与治疗药

基因鼠中的老年斑都有高结合力，同时有很好的亲

物的筛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４Ｊ。

脂性，可以顺利地通过血脑屏障；通过转基因鼠体

１基于Ｂ－ＡＰ斑块显像的ＰＥＴ分子探针

内标记Ｂ．ＡＰ斑块生物学实验表明，ＢＦ－１０８是一个
很有潜力的ＡＤ ＰＥＴ分子显像剂，但在大鼠脑内不

过多的ｐ．ＡＰ可能代表神经性退化的开始，而

能快速清除，后来对其进行修饰，合成ＢＦ．１６８和

大脑中Ｂ．ＡＰ斑块的形成认为是在神经元细胞产生

ＢＦ．１４５，进行１８Ｆ及ｎＣ标记后与Ｂ．ＡＰ的结合力比

各种毒性作用的重要原因【５ｌ。要实行Ｂ．ＡＰ斑块的

硫磺素．Ｔ强，脑内吸收更好，但体内生物学行为有

ＰＥＴ，就要找到一种对ｐ．ＡＰ斑块有高度亲和性和

待进一步研究。

选择性的配基。靶向Ｂ．ＡＰ斑块的ＰＥＴ分子探针须

１．４其他类

Ａｇｄｅｐｐａ争研究２－１１．｛６－（２－１８Ｆ－７，基甲基氨基协

有以下特征：①对Ｂ．ＡＰ有很高的亲合性；②良好
的脑渗透性；③与Ｂ．ＡＰ有高的特异性结合；④足

萘．乙叉１丙二腈（２－（１．（６｛２．１８Ｆ－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ｏ）

够但又适当的亲脂性（１０９ Ｐ＝０～３）以使分子探针通

一２－ｎａｐｈｔｈｙｌ）ｅｔｈｙｌｉｄｅｎｅ）ｍａｌｏｎ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１ｓＦ·ＦＤＤ－ＮＰ），

过血脑屏障，但过高的亲脂性又会增加放射性配体

该化合物与Ｂ．ＡＰ，韵有两个结合位点，高结合位点

在脑内的非特异性结合［６１。下面重点介绍靶向Ｂ．ＡＰ

（０．１２ ｎｍ０１）和低结合位点（１．９ ｎｍ０１），其结合力在

斑块的ＰＥＴ分子探针。

纳摩尔级，是一类极具潜力的ＰＥＴ显像剂，给９

１．１硫磺素．Ｔ（ｔｈｉｏｆｌａｖｉｎ．Ｔ）衍生物

例不同程度认知损伤的ＡＤ患者和７名年龄相仿的

硫磺素．Ｔ是结合淀粉样蛋白的染色剂，一些正
电子核素标记的硫磺素一Ｔ衍生物如，２４Ｉ一２．（４’．甲基
氨基苯）苯并噻唑（１２４Ｉ．２．（４’＿ｍｅｔｈｙｌｏｍｉｎｏｐｈｅｎｙ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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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正常人静脉注射１８Ｆ－ＦＤＤＮＰ，得到很好的试
验结果，但该分子亲脂性比较高。
２基于乙酰胆碱能显像的ＰＥＴ分子探针

与Ｂ．ＡＰ斑块既有高亲和性又有很好的亲脂性，是

ＡＤ的ＰＥＴ分子探针大部分是以Ｂ．ＡＰ斑块为

最有希望用于临床ＰＥＴ的分子探针之一同。用３Ｈ．

靶向，但ＡＤ的病因还没有完全清楚。ＡＤ早期的

ＢＴＡ和ＰＩＢ对ＡＤ尸检脑组织的放射自显影实验发

主要临床症状之一就是近事记忆障碍，而脑内乙酰

现，这些化合物与Ｂ．ＡＰ有很好的亲和性，在纳摩

胆碱能变化与近事记忆关系密切［５１。在ＡＤ患者脑

尔级结合，比柯胺Ｇ高１０到近百倍。同时，相关

中，基底前脑的胆碱神经细胞明显丢失，胆碱能神

实验也证实１１Ｃ．ＰＩＢ具有易通过血脑屏障及清除性嘲。

经纤维退变，患者脑脊髓液和脑组织中胆碱乙酰

１，２．二苯乙烯（ｓｔｉｌｂｅｎｅ）类衍生物

转移酶、ＡｃｈＥ的表达出现异常，乙酰胆碱的合

１，２．二苯乙烯类衍生物与Ｂ．ＡＰ聚集体在纳摩

成、释放和摄取等功能亦下降。故以ＡｃｈＥ或

尔级结合，是一类具有适合的亲脂性化合物，并有

ＡｃｈＲ为靶向的ＰＥＴ分子探针也是当前研究ＡＤ早

良好的脑组织渗透性，已实现在转基因鼠中标记老

期诊断试剂的热点之一。

年斑，是一类很有潜力的ＰＥＴ显像剂。Ｋｕｎｇ等１９１对
１，２．二苯乙烯类化合物进行修饰、合成及１１ｃ标记，

２．１以ＡｃｈＥ为靶向的ＰＥＴ分子探针

１．２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脑内ＡｃｈＥ的ＰＥＴ。

对正常鼠脑静脉注射１１ｃ标记的ｌ，２．二苯乙烯类化

（１）用发射正电子核素标记ＡｃｈＥ的抑制剂，

合物发现具有很好的亲脂性（１０９ Ｐ＝２．３６）、脑渗透

可以对该酶分子区域密度显像。比如，曾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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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ｄｉａｔ

Ｍｅｄ

Ｎｕｃｌ

Ｍｅｄ，Ｊｕｌｙ

２００６，Ｖｏｌ

３０，Ｎｏ．４

１１ｃ．甲基．９．氨基四氢吖啶、１１ｃ一毒扁豆碱、１１Ｃ．甲基

一，尤其是Ｍ２型ｍＡｃｈＲ。利用ＰＥＴ可以实现

异氰酸盐、放射性核素标记的Ｎ．苄基哌啶等都可

ｍＡｃｈＲ在体内显像，Ｓｋａｄｄａｎ等ｆ１习对（Ｒ）．Ｎ．（２．氟乙

以对ＡｃｈＥ的酶活性有效抑制，但具有一些缺点，

基）．３．哌啶亚苄基酯、（Ｒ）．Ｎ．（２．氟乙基）．３．吡咯基亚

已被证明不是理想的脑内ＡｃｈＥ的ＰＥＴ分子探针。

苄基酯、Ｎ．（２－氟乙基）４哌啶亚苄基酯进行化学合

而体外实验证明，一系列含有三环异唑酮的Ｎ．苄

成及体外实验和１８Ｆ标记，并比较这一组化合物发

基哌啶对ＡｃｈＥ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和很好的专一选

现，１８Ｆ标记的（Ｒ）＿Ｎ啦．氟乙基）．３．吡咯基亚苄基酯在

择性，如内酰胺苯基异唑酮ＣＰ．１１８９５４对ＡｃｈＥ有

体内有很好的行为。Ｃｏｈｅｎ等ｉｔ６１合成及标记一些二

强的专一抑制性。Ｍｕｓａｃｈｉｏ等【１２１对ＣＰ．１ ８９５４进行

苯并二氮革酮类和吡啶苯并二氮革酮类化合物，通

改进，合成ＣＰ．１２６９９８，并进行１１Ｃ标记。通过对

过体外及体内实验证实，该类化合物可以用于ＡＤ

１

大鼠的体内生物分布以及与各种ＡｃｈＥ抑制剂的竞

中Ｍ２型ｍＡｃｈＲ缺失的ＰＥＴ。Ｐｉｇｇｏｔｔ等１７１研究的奎

争实验研究发现，ｕＣ．ＣＰ一１２６９９８是一种可用于脑内

宁环基联苯酰酯系列物已用于ＡＤ患者脑中研究

ＡｃｈＥ显像的ＰＥＴ分子探针。

ｍＡｃｈＲ的变化。ｎＡｃｈＲ存在于整个中枢神经系统

（２）用放射性标记可以被酶水解或捕获的ＡｃｈＥ

中，在不同脑区域有不同变化的亚型（比如仅，、Ｏｒ４、

的底物，也可以对该酶分子区域密度显像。比如一

仅，、ｐ：等），但在许多神经退化性疾病患者的中枢

种靶向脑内ＡｃｈＥ的ＰＥＴ显像剂“Ｃ．Ｎ．甲基４吡啶

神经中发现ｎＡｃｈＲ的密度减少。放射性配体研究

乙酸酯（１１Ｃ。Ｎ—ｍｅｔｈｙｌ－４．ｐｉｐｅｒｉｄ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１１Ｃ．ＭＰ４Ａ），
现已用于临床上测定ＡｃｈＥ的活性。该示踪剂有极

显示，ＡＤ患者最易受ｎＡｃｈＲ的０ｃ４ｐ：亚型密度变化

好的血脑屏障渗透性，ＡｃｈＥ很快将其水解成ｔＬＣ．Ｎ．

碱，但其很高的非特异性结合以及快速的代谢，不

甲基．４．吡啶醇（１１Ｃ．Ｎ．ｍｅｔｈｙｌ．４．ｐｉｐｅｒｉｄｙｌ

适合在体内使用。Ｋｏｒｅｎ等【１８１寻找到更安全的氮杂

ｈｙｄｒｃｘｙ。

的影响。早期用于ｎＡｃｈＲ的ＰＥＴ分子显像是¨Ｃ．烟

１１ｃ—ＭＰ４０Ｈ），但１１Ｃ．ＭＰ４０Ｈ在脑内有较长的放射

环丁烷衍生物Ａ８５３８０，并对其进行了埔Ｆ标记，即

性滞留。Ｚｈａｎｇ等【１３时１１Ｃ．ＭＰ４Ａ进行修饰改进，设

为２ＪＳＦ－Ａ８５３８０，该化合物是仅。Ｂ２－ｎＡｃｈＲ特异性

计了一种１８Ｆ标记ＭＰ４Ａ的类似物１呵．Ｎ．氟乙基．４．

结合的配基，通过对狒狒进行２－１叩．Ａ８５３８０实验表

吡啶乙酸酯（１８Ｆ—Ｎ．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４．ｐｉｐｅｒｉｄｙｌ
１８Ｆ－ＦＥｔＰ４Ａ），小鼠实验证明该化合物有很好的亲脂

但２ＪＳＦ．Ａ８５３８０还有一些不足，比如脑内药代动力

性，在体内的行为和ｎＣ．ＭＰ４Ａ相似。以ＡｃｈＥ为靶

学比较慢，从而使ＰＥＴ扫描时间比较长，另外，

向的ＰＥＴ分子探针还有一类重要化合物Ｎ．甲基．４．

除丘脑之外，在靶向结合区域的分布量与不可替换

吡啶丙酸酯（Ｎ．ｍｅｔｈｙｌ－４－ｐｉｐｅｒｉｄｙｌ ｐｒｏｐｌｏｎａｔｅ，ＰＭＰ），

区域分布量的比值较低，所以一些研究组对其进行

Ｓｈａｏ等【１咐其进行改进合成了一系列ＰＭＰ类似物Ｎ．

改进。Ｈｏｒｔｉ等【１９】对２＿１８Ｆ．Ａ８５３８０不断修饰，合成其

甲基哌啶酯、Ｎ．甲基哌啶甲基酯和Ｎ．甲吡咯酯等化

一系列类似物６．１ＳＦ．Ａ８５３８０、２＿氯．５．（（１．甲基－２．（Ｓ）．

合物，取得一定的效果。用这些分子探针测定了脑

吡咯烷基）甲氧基）．３．（２．（４．吡啶基）乙烯基）吡啶类

内ＡｃｈＥ的活性，体外实验表明用氟乙基代替甲基

似物及对蛳ＢｒｎＡＣｈＲ有更好的亲和性及亲脂性的

会导致酶的清除率降低，但增加对ＡｃｈＥ的选择性，

６．氯．３．（（２．（Ｓ）．氮杂环丁基）甲氧基）吡啶和６．氯．３．

大鼠血液的代谢及小鼠ＰＥＴ实验都表明这类分子探

（（２．（Ｓ）．吡咯烷基）甲氧基）吡啶；Ｒｏｇｅｒ等吼合成了

针是一类有潜力的ＰＥＴ显像剂。

１８Ｆ标记的野靛碱衍生物等。但目前研究表明，２．

２．２以ＡｃｈＲ为靶向的ＰＥＴ分子探针

１８Ｆ－Ａ８５３８０被认为是惟一可以用于人脑的ｎＡｃｈＲ的

ａｃｅｔａｔｅ。

与中枢系统的乙酰胆碱能相关的除ＡｃｈＥ外，
还有ＡｃｈＲ，它分为毒草碱样型乙酰胆碱受体

ＡｃｈＲ，ｎＡｃｈＲ）。ｍＡｃｈＲ是Ｇ蛋白耦蝴

（ｍｕｓｃａｒｉｎｉｃ ＡｃｈＲ，ｍＡｃｈＲ）和烟碱性乙酰胆碱受体
（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

明，该分子是一个合适的ｎＡｃｈＲ的ＰＥＴ显像剂。

ａ４１３２亚型ＰＥＴ分子探针。
３展望
目前以８．ＡＰ斑块为靶向的ＰＥＴ分子探针，８Ｆ＿

受体，分为Ｍ。、Ｍｈ Ｍ，、Ｍ。、Ｍ，亚型，它在调节高

ＦＤＤＮＰ和１１Ｃ．ＰＩＢ已进入人体试验研究阶段，以

级认知功能比如学习、记忆等起着重要作用，在

％Ｂ２－ｎＡｃｈＲ为靶向的ＰＥＴ分子探针２．１８Ｆ．Ａ８５３８０也

ＡＤ患者中ｍＡｃｈＲ的密度的变化也是重要标志之

还可以定量显像。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以ｐ．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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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ｌ

ｂｒａｉｎ

福于人类。
考

文

Ｇ。Ｆｕｌｌｅｒ

Ｓ，Ａｔｗｏｏｄ ＣＳ，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ｉｌｌ

ｏｆ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ｂｅｔａ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ｔｏ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００，９８（１）：、７９－

ｎｅｕｒｏｌｅｐｔｉｃ

ｗｉｔ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ｉｎ

１－２２０．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Ｒ，ｅｔ

ａ１．Ｎ·【１８Ｆ】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ｐｉｐｅｒｉｄｉｎｙｌ，Ｎ－

ｆｏｒ

ａｓ ｒａｄｉｏｔｒａｃｅｍ

ａｅｅｔｙｌｅ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Ｎｕｅｌ Ｍｅｄ Ｂｉｏｌ，２００３，

Ｓｋａｄｄａｎ ＭＢ，Ｓｈｅｒｍａｎ ＰＳ，Ｋｉｌｂｏｕｒｏ，ＭＲ，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ｈｅｎ Ｖ１，Ｊｉｎ ＢＪ，ＭｃＲｅｅ ＲＣ，ｅｔ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ｙｒｉｄｏｂｅｎｚｏｄｉａｚｅｐｉｎｏｎｅｓ．Ｂｒａｉｎ
１７

Ｐｉｇｇｏｔ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ｃａｒｉｎｉｃ

ｆｏｒ

ａｌｐｈａ

４

ｂｅｔａ

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

ａｅ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ｒｏｂ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ＢＪ，Ｋａｊｄａｓｚ

ｆｏｒ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ＳＴ，ｅｔ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Ｂ．Ａｎｎ

Ｃｈｅｍ

Ｓｏｃ，２００１，１２３（５０）：１２７４０－１２７４１．

Ｓｕｅｍｏｔｏ Ｔ，Ｏｋａｍｕｒａ Ｎ，Ｓｈｉｏｍｏｓｔｕ Ｔ，ｅｔ ａ１．Ｉｎ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ｗｉｔｈ ＢＦ－１０８．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万方数据

ＡＧ，Ｃｈｅｆｅｒ ＳＬ，Ｍｕｋｈｉｎ

ｎｏｖｅｌ ｒａｄｉｏｌｉｇａｎｄ

２０

ｖｉｖｏ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ｓ，２００４，４８（１）：６５－７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ａｎｄｓ ｐｉｒｅｎ∞ｅｐｉｎｅ，ＡＦ－ＤＸ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ａｉｎ．Ｊ Ｃｈｅｍ

ｆｏｒ ｉｎ

ＡＧ，ｅｔ

ｖｉｖｏ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

Ｍｅｄ Ｃｈｅｍ，

ａ１．６｛１叼ｆｌｕｏｒｏ－Ａ－８５３８０，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ｌｕｏｒｏ

ｒａｄｉｏｌｉｇａｎｄ ｆｏｒ ｂｒａｉｎ
ＰＩ疆．Ｂｉｏｏｒｇ Ｍｅｄ

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

ａｃｅｔｙ－

Ｓｃｉ，２０００，６７（４）：４６３－４６９．

Ｒｏｇｅｒ Ｇ，Ｌａｇｎｅｌ Ｂ，Ｒｏｕｄｅｎ Ｊ＇ｅｔ ａ１．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１叼·ｌａｂｅｌｌｅｄ
ｆｏｒ

ｍ２

ｖｉｖｏ

ＡＯ。Ｈｏｒｔｉ ＡＧ，Ｍｕｋｈｉｎ ＡＧ，ｅｔ ａ１．２－，５－，ａｎｄ ６－Ｈａｌｏ一３－（２

ｌｃｈｏｌ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Ｌｉｆｅ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ｌ，

ＨＦ，Ｌｅｅ ＣＷ，Ｚｈｕａｎｇ ＺＰ，ｅｔ ａ１．Ｎｏｖｅｌ ｓｔｉｌｂｅｎｅｓ ａｓ ｐｒｏｂｅｓ
Ａｍ

Ｈｏｒｔｉ
ａ

２００４，５５（３）：３０６—３ １９．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ｐｌａｑｕｅｓ．Ｊ

Ｋｏｒｅｎ

ｉｎ

１９９８，４１（１９）：３６９０－３６９８．
１９

ｂｒａｉｎ．Ｂｉｏｏｒｇ Ｍｅｄ Ｃｈｅｍ Ｌｅｔｔ，２００２，１２（３）：２９５－２９８．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ｄ

ｄｉｂｅｎｚｏｄｉａｚｅｐｉｎ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ｓｅｔｉｄｉｎｙｌ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ｙｒｉｄｉｎｅ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ａ１．Ａ ｌｉｐｏｐｈｉｌｉｅ ｔｈｉｏｆｌａｖｉｎ－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ＥＴ）ｉｍａＳｌｎｇ ｏｆ

ｏｆ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ａｃｅｔｙｌｅｈｏｌ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

Ｋｌｕｎｋ ＷＥ，Ｅｎｇｌｅｒ Ｈ，Ｎｏｒｄｂｅｒｇ Ａ，ｅｔ ａ１．ＩｍａＳｉｎｇ ｂｒａｉｎ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Ｋｕｎｇ

１８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Ｍｅｄ Ｃｈｅｌｌｌ．２００４，４７（１ ０１－２４５３－２４６５．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ｉｎ

２

ｏｆ ｌｉｐ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ｖｉｔｒｏ

ａｉ．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Ｎｅｕｒｏａｎａｔ，２００２，２４（３）：２１ １－２２３．

ｒａｎｇｅ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２０００，８６１（２）：３０５－３１５．

Ｍ，Ｏｗｅｎｓ Ｊ，Ｏ＇Ｂｒｉｅｎ Ｊ，ｅｔ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１．Ｉ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３８４，（Ｒ，Ｒ）一Ｉ－ＱＮＢ ａｎｄ（Ｒ＇ｓ）－Ｉ－ＱＮＢ

ａｍｙｌｏｉｄ

１０

Ｓｈａｏ】（’Ｌｉａｉ ＪＭ，Ｂｕｔｃｈ

ｍｕｓｃａｒｉｎ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

ｌｏｗ

ｔｒａｃｅｒ

ｖｉｖｏ．Ｎｕｃｌ Ｍｅｄ Ｂｉｏｌ，２００２，２９

ｉｎ

ｐｉｅｏｍｏｌａ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９

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

６－ｈａｌｏｇ—

Ｍａｔｈｉｓ ＣＡ。Ｂａｅｓｋａｉ

８

ｆｏ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１．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ｔ

ｏｆ［１唧ＦＥｔＰ４Ａ，ａ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ＰＥＴ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ｎｏ·３·（（２－（Ｓ）一ｐｙｒｒｏｌｉｄｉｎｙｌ）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７

Ｚｈａｕｇ ＭＲ，Ｔｓｕｃｈｉｙａｍａ Ａ，Ｈａｒａｄａｈｉｒａ

６－ｈａｌｏｇｅｎｏ－３．（（２－（ｓ）一ａｚｅｔｉｄｉｎｙｌ）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ａｎｄ

ｗｉｄｅ

Ｍｅｄ Ｂｉｏｌ，２００２，２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Ｎｕｃｌ

Ｂｉｄ，２００ｌ，２８（７）：７５３－７５９．
１６

ｏｆ

ａｎｄ

’ＳＦ－ｌａｂｅｌｅｄ ｍｕｓｅａｒｉｎｉｃ 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ｌｉｇａｎｄｓ．Ｎｕｃｌ

ＯＡ，Ｃｈｅｆｅｒ ＳＩ，ｅｔ ａ１．５－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Ｙ，Ｐａｖｌｏｖａ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Ｃ·ＣＰ一１２６．９９８：８ ＰＥＴ ｌｉｇ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ｃａｄ

２９７（５５９０）：３５３－３５６．
Ｚｈａｎｇ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３０（５）：４９１－５００．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２－【１叼ｆｌｕｏｒｏ一２－ｄｅｏｘｙ－Ｄ－

ＤＪ．Ｔｈｅ ａｍｙｌｏｉ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ｖｉｖｏ

ｅｓｔｅｒｓ

１５

ａ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ＵＳＡ，２００１，９８（１９）：１０９６６－１０９７１．

Ｈａｒｄ Ｊ，Ｓｅｌｋｏｅ

６

ｏｆ（Ｓ）－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ｔｈｅ

【１匐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ｐｉｐｅｒｉｄｉｎｅｍｅｔｈｙｌ ａｎｄ Ｎ｛１叼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ｐｙｒｍｌｉｄｉｎｙｌ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Ｂｉｏｌ

ｉｎ

ＭＪ，Ｃｏｎｖｉｔ Ａ，Ｗｏｌｆ ＯＴ，ｅｔ

ｉｎ

ｒｏｌ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ｔｓ

ｇｉｕｃｏｗ＇ｐｅｉｔｍ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ＤＣ／ＰＥＴ）．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５

ｉｎ

（４）：４６３－４６８．

ｂｒａｉｎ ｃｈｏｌｉｎｅｒｇｉｃ

８１．Ｉｍａｇｉｎｇ

ｅｈｏｌｉｎｅｒｇｉ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０１，４９（３）：２１

Ｓｃｉ

１３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１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ｑｕｅｓ

ｔｏ

Ｆ１ｅｓｈｅｒ Ｊ，Ｓｅｈｅｆｆｅｌ ＵＡ，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Ｍｕｓａｃｈｉｏ ＪＬ

ｆｏｒ

ｏｎｅ

ｂｏｄｉｅｓ，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Ｌｅｗｙ

Ｎｏｒａ ＤＶ，Ｄｉｎｇ ＹＳ，Ｊｏａｎｎａ ＳＦ，ｅｔ

４

ａ１．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ｂｉｎｄｉｎｇ

（５）：５４７－５５２．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ｎｌｙ

８７．
３

ｔｈｅ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ｕｓｅ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２００４，５０（４）：３９７－４０９．

ＪＡ，Ｐｉｇｇｏｔｔ ＭＡ，Ｌｌｏｙｄ Ｓ，ｅｔ ａ１．Ｎｉｃｏｔｉｎ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ｓｔｒｉａｔｕｍ：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ｕｓｅ

ａ

ｗｈｏ ｇｏｔ ｃａｕｇｈｔ．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Ｃｏｕｒｔ

ｉｂｕｐｒｏｆｅｎ

ｙｌｉｄｅｎｅ）ｍａｌｏｎ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Ｎｅｕｒｅｓｃｉ，２００３，１１７（３）：７２３－７３０．

献
１２

２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ｅ２一（１－［６·【（２－［１８Ｆ】ｆＩｕ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ｏ］·２·ｎａｐｈｔｈｙｌ】ｅｔｈ—

参
Ｖｅｒｄｉｌｅ

Ｖ，“ｕ Ｊ，ｅｔ

ＥＤ，Ｋｅｐｅ

ｎａｐｒｏｘｅｎ

断改进，最终可以实现对ＡＤ的早期检测，从而造

１

Ａｇｄｅｐｐａ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ｎｉｃｏｔｉｎｉｃ

ｏｆ（一）一ｃｙｔｉｓｉｎｅ
ａｌｐｈａ４ｂｅｔａ２

ａ【２－ｐ蜘ｄｉｎｙｌ－
ａｓ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ｈｅｍ，２００３，１１（２４）：５３３３－５３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２—２５）

ｗｉｔｈ

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PET分子探针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引用次数：

蔡汉成， 尹端沚， 张岚， 李谷才， 郑明强， 汪勇先， CAI Han-cheng， YIN Duan-zhi
， ZHANG Lan， LI Gu-cai， ZHENG Ming-qiang， WANG Yong-xian
201800,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放射性药物研究中心
国际放射医学核医学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MEDICINE AND NUCLEAR MEDICINE
2006，30(4)
1次

参考文献(20条)
1.Verdile G.Fuller S.Atwood CS The role of beta amyloid in Alzheimer's disease:still a cause of
everything or the only one who got caught 2004(4)
2.Court JA.Piggott MA.Lloyd S Nicotine binding in human striatum:elevation in schizophrenia and
reductions in 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Parkinson's disease and Alzheimer's disease and in relation
to neuroleptic medication 2000(1)
3.Nora DV.Ding YS.Joanna SF Imaging brain cholinergic activity with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its
role in the evaluation of cholinergic treatments in Alzheimer's dementia 2001(3)
4.De Leon MJ.Convit A.Wolf OT Prediction of cognitive decline in normal elderly subjects with 2[18F] fluoro-2-deoxy-D-glucose/poitron-emission tomography (FDG/PET) 2001(19)
5.Hard J.Selkoe DJ The amyloid hypothe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progress and problems on the road
to therapeutics 2002(5590)
6.Zhang Y.Pavlova OA.Chefer SI 5-substituted derivatives of 6-halogeno-3-((2-(S)azetidinyl)methoxy)pyridine and 6-halogeno-3-((2-(S)-pyrrolidinyl)methoxy) pyridine with low
picomolar affinity for alpha 4 beta 2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and wide range of
lipophilicity:potential probes for imaging with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2004(10)
7.Mathis CA.Bacskai BJ.Kajdasz ST A lipophilic thioflavin-T derivative for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imaging of amyloid in brain 2002(3)
8.Klunk WE.Engler H.Nordberg A Imaging brain amyloid in Alzheimer's disease with pittsburgh
compound-B 2004(3)
9.Kung HF.Lee CW.Zhuang ZP Novel stilbenes as probes for amyloid plaques 2001(50)
10.Suemoto T.Okamura N.Shiomostu T In vivo labeling of amyloid with BF-108 2004(1)
11.Agdeppa ED.Kepe V.Liu J In vitro detection of (S) -naproxen and ibuprofen binding to plaques in
the Alzheimer's brain using th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molecular imaging probe2-(1-[6-[(2[18F]fluoroethyl) (methyl)amino]-2-naphthyl] ethylidene) malononitrile 2003(3)
12.Musachio JL.Flesher J.Scheffel UA Radiosynthesis and mouse brain distribution studies of 11C-CP126,998:a PET ligand for in vivo study of acetylcholinesterase 2002(5)
13.Zhang MR.Tsuchiyama A.Haradahira T Synthesis and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18F] FEtP4A,a
promising PET tracer for mapping acetylcholinesterase in vivo 2002(4)
14.Shao X.Lisi JM.Butch ER N-[18F] fluoroethylpiperidinyl,N-[18F] fluoroethylpiperidinemethyl and N[18F] fluoroethylpyrrolidinyl esters as radiotracers for acetylcholinesterase 2003(5)

15.Skaddan MB.Sherman PS.Kilbourn MR The role of species-dependent metabolism in the regional brain
retention of 18F-labeled muscar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ligands 2001(7)
16.Cohen VI.Jin BJ.McRee RC In vitro and in vivo m2 muscarinic subtype selectivity of some
dibenzodiasepinones and pyridobenzodiazepinones 2000(2)
17.Piggott M.Owens J.O'Brien J Comparative distribution of binding of the muscarinic receptor
ligands pirenzepine,AF-DX 384,(R,R) -I-QNB and (R,S) -I-QNB to human brain 2002(3)
18.Koren AO.Horti AG.Mukhin AG 2-,5-,and 6-Halo-3-(2(S)azetidinylmethoxy)pyridines:synthesis,affinity for nicotinic acetylcholinereceptors,and molecular
modeling 1998(19)
19.Horti AG.Chefer SL.Mukhin AG 6-[18F] fluoro-A-85380,a novel radioligand for in vivo imaging of
central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s 2000(4)
20.Roger G.Lagnel B.Rouden J Synthesis of a[2-pyridinyl-18F]-labelled fluoro derivative of (-)cytisine as a candidate radioligand for brain nicotinic alpha4beta2 receptor imaging with PET
2003(24)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李祖贵.LI Zu-gui 轻度认知障碍的功能性神经影像学研究进展 -国际放射医学核医学杂志2006,30(2)
轻度认知障碍(MCI)是正常老化过程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AD)之间的一种中间过渡状态,具有进展为AD的高度危险性.功能性神经影像学手段(如PET、
SPECT、fMRI脑显像)能对MCI脑代谢、血流灌注特点进行正确评价,有助于AD的早期诊断、病程监测、疗效观察及临床治疗个体的选择.

2.期刊论文 肖世富.曹秋云.薛海波.刘永昌.左传涛.江开达.张明园.XIAO Shi-fu.CAO Qiu-yun.XUE Hai-bo.LIU
Yong-chang.ZUO Chuan-tao.JIANG Kai-da.ZHANG Ming-yuan 不同严重程度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研究 -中华医学杂志2005,85(42)
目的探讨阿尔茨海默病(AD)的脑葡萄糖代谢变化的诊断价值.方法对10例AD患者(AD组)和10例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匹配的正常对照者(NC组)进行
18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检查(PET)并分析两组间不同脑区脑葡萄糖代谢的差异.结果 AD组与NC组比较,有多个感兴趣脑区的局部葡萄糖代谢
率显著降低(P<0.05,P<0.01),在额叶的上、中、下回和眶回代谢下降17.0%～28.4%,颞叶的上、中、下回下降3.3%～25.0%,岛叶下降9.3%～9.8%,海马下
降10.5%～10.6%,海马旁回下降7.8%～11.3%,前后扣带回下降16.7%～22.7%,右侧尾状核下降10.6%,顶颞枕叶联结区下降12.7%～14.5%.其中,额上回、额
中回、眶回、颞中回和前扣带回代谢降低最明显,均超过20%.轻度痴呆代谢降低的脑区较少,程度也较轻.右颞下回、左海马、左颞上回和右岛叶判别的正
确率达100%(均P<0.01).结论 PET能灵敏地反映AD的脑葡萄糖代谢变化,具有很高的诊断价值.AD的脑葡萄糖代谢缺陷主要集中在额叶、颞叶和海马结构
,呈额-颞叶型缺陷,代谢缺陷程度和范围与痴呆程度密切相关.海马、海马旁回、前扣带回、颞下回等脑区的葡萄糖代谢下降可能具有早期诊断价值.

3.期刊论文 余大富.Mark A.Mintun.YU Da-fu.Mark A.Mintun 人脑前扣带回皮质喙部在11C-PIB PET诊断阿尔茨海
默病型痴呆中的价值 -中华核医学杂志2009,29(4)
目的 研究人脑前扣带回皮质喙部(rACC)与[N-甲基-11C]2-[4'-(甲氨基)苯基]-6-羟基苯并噻唑(11C-PIB)的黏附能力(BP)对阿尔茨海默病型痴呆
(DAT)的诊断价值.方法 受试对象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通过广告方式招募,按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评定的健康受试者(CDR=0)和痴呆患者
(CDR>0),分别为129名和40例(其中有rACC PIB BP数据的健康受试者和DAT患者分别为120名和34例.所有169例受试者均有其他被研究脑局部的PIB B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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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3±0.290,r=0.545,P<0.01).CDR=0.5和1的2组人群中rACC PIB B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6719±0.1545和0.8933 ±0.0880,t=-1.245,P>0.05),但
CDR=0和>0的2组人群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1589 ±0.0219和0.7370 ±0.1125,t=-7.998,P<0.01).rACC PIB BP的阈值为0.4592,用该阈值诊断DAT的灵
敏度为67.65%(23/34),特异性为88.33%(106/120).DAT患者和健康人群之间BP有交叉在已被研究的脑局部中,DAT患者楔前回、rACC和额前回各自的PIB
BP均值及这3个脑局部各自在DAT患者组和HC组间的PIB BP均值之差都高居前3位.结论 rACC PIB BP有鉴别诊断DAT的价值,rACC、楔前回、额前回均是用
PIB BP诊断DAT的较敏感脑部区域.

4.期刊论文 陈雯.马云川.单保慈.王红艳.李德鹏.苏玉盛.张琳瑛.尚建文 不同程度阿尔茨海默病PET脑代谢减低的
SPM研究 -中华核医学杂志2008,28(1)
目的 以统计参数图(SPM)为方法、其输出的脑代谢减低范围大小为指标,探讨不同程度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PET显像脑葡萄糖代谢减低区的大小和
范围.方法 AD组27例,均符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工作手册(DSM-Ⅳ-R)中的AD诊断标准,行简易智能量表(MMSE)检查.根据MMSE评分将AD组分为轻度、中度
和重度组,每组各9例.对照组9名,均为健康体格检查者.所有受检者静脉注射18F-脱氧葡萄糖(FDG)后行PET三维脑显像.在Matlab 6.5平台上,用SPM2软件
对得到的PET图像进行预处理,设P值阈值为0.001,将全部AD患者以及轻、中、重度3个AD患者组分别与对照组进行组间统计分析.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AD组
于双侧顶叶、颞叶、额叶及扣带回出现代谢减低区,以k值(即满足P值要求的每一"块"异常脑区的像素值)为指标测量,轻度组减低区k值为929,其中额叶减
低区k值为174;中度组k值为6743,额叶减低区k值为2712;重度组k值为24 678,额叶减低区k值为4981.脑白质及脑内灰质核团未见代谢减低.结论 使用
SPM,以k值为指标,可对不同程度AD患者脑代谢减低区大小进行评价.随痴呆程度加重,受累脑区范围增加,额叶晚期受累严重.

5.期刊论文 郭喆.张锦明.姚树林.贾建军.尹大一.田嘉禾 阿尔茨海默病18F-FDDNP PET显像初步临床应用 -中华核
医学杂志2007,27(6)

目的 探讨2-(1-{6-[(2-18F-乙基)(甲基)氨]-2-萘}-乙叉)-丙二腈(18F-FDDNP)PET显像条件及用于阿尔茨海默病(AD)诊断的价值.方法 7例AD(AD组
),6例血管性痴呆(VD组)患者及6名智力正常老年对照者(HC组).静脉注射18F-FDDNP后HC组中的3例采用连续动态采集程序扫描并生成时间-放射性曲线,余
受试者在药物注射后5,25和45 min分别采集图像.采用ROI法进行图像分析,计算3组受试者各脑区在5～25 min及5～45 min的放射性清除率并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 18F-FDDNP能快速通过血脑屏障且之后能很快从健康脑组织中洗脱.AD患者脑内放射性清除较HC组慢,而VD患者PET显像与HC组差别不大.AD组大脑
皮质及皮质下核团放射性清除率与HC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白质和小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VD患者与HC组比较,除纹状体外各脑区放射性
清除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18F-FDDNP符合神经系统显像剂的要求.18F-FDDNP PET脑显像能有效诊断AD,且可以鉴别AD和VD.

6.期刊论文 李祖贵.高硕.张本恕.马爱军.李亚军.张悦.LI Zu-gui.GAO Shuo.ZHANG Ben-shu.MA Ai-jun.LI Yajun.ZHANG Yue 早发性与迟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葡萄糖代谢的差异 -中华神经科杂志2007,40(10)
目的 初步探讨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AD)与迟发性AD患者大脑葡萄糖代谢的差异.方法 对9例早发性AD、14例迟发性AD患者及分别与其年龄相匹配的
29名年轻健康对照者和11名老年健康对照者进行18F-氟脱氧葡萄糖(18F-FDG)PET脑显像.应用统计参数图对PET数据进行基于体素水平的图像分析.结果
早发性AD组葡萄糖代谢相对于年轻对照组减低的脑区及其在Brodmann分区图(BA)的定位分别为双侧额上回(BA6,8)、额中回(BA6),左侧顶下小叶
(BA39),右侧缘上回(BA40)、扣带回(BA31)等部位(P＜0.01);迟发性AD组葡萄糖代谢相对于老年对照组葡萄糖代谢减低的脑区及其定位分别为双侧额上回
(BA8)、额中回(BA6,8)、楔前叶(BA19)、右侧角回(BA39)等部位(P＜0.01).结论 尽管严重程度、病程及受教育水平相当,但是早发性AD患者大脑葡萄糖
代谢减低的范围比迟发性AD更广泛,程度也更严重.不同发病年龄AD患者大脑葡萄糖代谢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二者的认知储备能力不同所致.

7.期刊论文 郭喆.张锦明.GUO Zhe.ZHANG Jin-ming 阿尔茨海默病的放射性分子显像探针研究进展 -国际放射医学
核医学杂志2006,30(4)
阿尔茨海默病(AD)是引起痴呆的最常见类型之一,其主要病理改变包括由β-淀粉样蛋白构成的老年斑、神经原纤维缠结.在体观察AD脑内的β-淀粉
样蛋白沉积,可为AD的诊断、疗效观察和治疗药物的研究提供很大帮助.目前已合成数种标记β-淀粉样蛋白的放射性探针并开始用于PET对AD患者脑内老
年斑的在体显像研究,并显示出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AD的放射性分子显像探针仍需进一步研究,使其不仅适用于PET,而且还可以满足SPECT的显像要求.

8.期刊论文 王瑞民.田嘉禾.贾建军.陈英茂.刘雁翎.邵明哲.姚树林.何义杰 阿尔茨海默病与血管性痴呆的18 FFDG PET脑显像 -中华核医学杂志2004,24(1)
目的观察18F-脱氧葡萄糖(FDG) PET脑显像鉴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AD)与血管性痴呆(VD)的价值.方法分别对10例AD、11例VD及12例对照者进行18FFDG PET脑显像,采用统计参数图(SPM)方法及感兴趣区(ROI)方法进行分析,比较AD及VD的显像特点.结果 SPM图像显示,AD组患者两侧大脑皮层顶叶、颞叶
、额叶及后扣带回等部位葡萄糖代谢明显降低,左、右不对称;而两侧皮层下基底节区等结构代谢不受影响.VD组患者代谢弥漫性降低,遍及大脑皮层及皮
层下结构.ROI分析表明,AD组患者大脑皮层顶叶、颞叶、额叶放射性降低,差异有显著性(P<0.05),皮层下神经核团等无明显变化.而VD组患者仅左侧额叶
及右侧壳核放射性降低,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 PET脑显像可有效诊断AD并鉴别诊断AD与VD.

9.期刊论文 齐志刚.李坤成 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影像学诊断进展 -国际医学放射学杂志2008,31(5)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其高发病率和较差预后为老龄化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由于早期临床干预可以改善其预后,故早期诊断就显
得尤为重要,就该病早期诊断的神经影像学进展予以综述.

10.期刊论文 韦云飞.刘建荣.赵伟佳.梁华忠 阿尔茨海默病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神经心理、影像学对比 -中国临
床康复2003,7(7)
目的研究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 disease, AD)和血管性痴呆( vascular dementia, VD)在临床表现、认知功能、脑 CT/MRI及单光子发射断层扫
描( SPECT)的不同表现及特点.方法从临床表现、脑 CT/MRI、神经心理测验、脑 SPECT扫描对 27例 AD、 26例 VD及 25例健康对照进行研究.结果 ( 1)
AD的精神症状频率显著高于 VD.( 2)脑 CT/MRI上 VD以皮质下双侧多发病灶为主; AD以脑萎缩为著;两者差异显著.( 3)AD及 VD的认知功能显著降低.(
4) VD的脑血流低灌注 /缺损灶分布广泛;皮层的病灶以不对称性分布为主.而 AD的病灶位于皮层,呈对称分布为主.( 5) AD与血管性痴呆神经心理测验结
果与脑血流灌注的改变相关.结论临床表现、神经心理测验、脑 CT/MRI及 SPECT扫描对诊断及鉴别诊断 AD与 VD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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