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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在 MRI 中的表現 

• 有時特別亮 (信號強) 
• 有時特別暗 (信號弱) 
• 不該出現的地方出現！ 

 
• 和試管中不同 -- artifacts ? 



亮血 (bright) 與暗血 (black blood) 

梯度迴訊中的白色血與自旋迴訊中的黑色血 



週期性運動的假影 

Arterial Pulsation + Bright blood 

1. 只有會動的部份才有假影 

2. 假影出現在相位編碼方向 



Displacement Artifacts 

血管看似被移位    斜向血管特別明顯 

注意 displacement 
現象是在 in-plane 
flow 中發生 



血在 MRI 中的表現 

• 暗血流: black/dark blood 
• 亮血流: bright blood 



Black blood 

• 血液訊號較周邊組織低 
• 血流訊號弱，運動假影不明顯 
• 血流訊號弱，可彰顯運輸血液的器官 

– Cardiac imaging, vessel wall imaging 



怎樣讓血流變暗？ 

• Inflow saturation 
• Spin-echo based sequence 
• Inversion-recovery preparation 
• T2* shortening 



1. Inflow saturation 

• 收取訊號前，針對上游血管做

saturation (飽和) 
• 等待沒有訊號的血液流入切面 
• 沒有信號 --> 血管呈黑色 
• 因血流運動產生的鬼影隨之去除 



 Inflow Saturation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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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向 Inflow Saturation 

通常操作員可選擇    Protocol 中亦可先訂妥 

SAT bands 

Image volume 

三個方向 
每個方向前後各一處 
 
共 6 個 SAT 區域 



Superior Inflow Saturation 

No Sat    With Sat 



Sup/Inf SAT 前後之比較 

Aorta 及 IVC 經過 SAT 之後都變黑了 



2. Flow void in Spin-echo  

• 900 - 1800 - 接收信號 
• 激發和重新聚焦有時間差 
• 血在流動 – 聚焦不完全 
• 血管部份特別黑 (flow void) 



2D Spin Echo Sequence 

TE越長，效果越明顯 

z 梯度線圈 

射頻線圈 t 

t 

y 梯度線圈 t 

x 梯度線圈 t 
... 

900 1800 



Flow void in Spin-echo 

• 900 -1800 間隔越長或者血流速度越

快，signal void越明顯 
• 反之，慢血流可能仍有部分聚焦 
• 越接近血管壁，血流越慢，訊號差

異越不明顯 



3. IR preparation 

• 180 脈衝，所有磁向量均反向 
• 等待 T1 弛緩 (TI :  inversion time) 
• 到血液回復至零點後開始取像 
• 類似概念：FLAIR、STIR 



STIR 原理 

TI 時間的長短可以決定抑制何種組織的信號 

脂肪 

灰質 

CSF 

TI (STIR) 

TI (FLAIR) 



IR preparation 

• 血液的T1與周邊組織相去不遠 
• T1 of blood @1.5 T ~1200ms 
• 抑制血液訊號的同時也抑制組織 
• 對比不佳 



Double inversion recovery 

• 先打non-selective 1800 RF將所有

磁矩反相 
• 再立即對成像切面施加1800 RF 
• 不影響切面內磁矩 
• 切面外血流回復到零點後開始取像 



Double inversion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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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IR 

• TI = 600~800 ms @1.5T  
• 就算慢血流也有足夠的時間流出成

像切面 
• 一次只能收取一個切面  較耗時 



4. T2* shortening 

• 靜脈血含有順磁性的去氧血紅素 
• 局部磁場不均勻，T2*變短 
• 使用fast gradient echo，搭配適當

的TE，記錄失相所造成的訊號衰減 



T2* shortening 

• 順磁性的靜脈血同時造成off-
resonance現象 

• 進一步運用累積的相角抑制血流 
• 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容後再講 



Min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 

mIP of magnitude (A) and SWI (B) over a 14-mm slab 



血在 MRI 中的表現 

• 暗血流: black/dark blood 
–綜合不同方法效果更好 

• 亮血流: bright blood 



血在 MRI 中的表現 

• 暗血流: black/dark blood 
• 亮血流: bright blood 

–Flow-related enhancement 
(FRE) 



Flow-related enhancement 

• 短 TR  沒時間作 T1 回復   
信號低  飽和現象(Saturation) 

• 靜止組織或多或少受到飽和現象 
• 血液因為流動，飽和現象較少 
• 少飽和 = 亮信號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射頻激發 

t RF 

影像切面 

血管 血液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接收信號   以及   T1 回復 

t RF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T1 回復 

t RF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再次射頻激發 

t RF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注意 :  黃色區域內的血液並未經過上次射頻激發 ! 

t RF 



腹部的亮血流 

T1 影像中的 flow-related enhancement 

1.5 Tesla 
GE Signa 
Gradient-echo 
 
Aorta & IVC 在 
T1 影像中特別亮 



MRI 中血管特別亮的情況 

• 尤其在 T1 影像中特別明顯 (短TR) 
• Through-plane flow 
• 多切面掃瞄中每張切面不同 



 Through-plane 與 in-plane 血流 

常見亮信號   不會特別亮 

影像切面 

血管 



 Multi-slice 中的血管亮度 

愈靠上游的切面   血管愈亮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射頻激發第一片切面 

t RF 

影像切面 

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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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射頻激發第二片切面 

t RF 

影像切面 

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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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射頻激發第三片切面 

t RF 

影像切面 

血管 

TR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再次射頻激發第一片切面 

t RF 

FRE 明顯 

血管 

TR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注意因為第一片切面的激發  部份血液已被飽和 

t RF 

影像切面 

血管 

TR 

FRE 不明顯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注意因為前兩片切面的激發  多數血液已被飽和 

t RF 

影像切面 

血管 

TR 

FRE 不明顯 



多面掃瞄的 FRE 現象 

• 愈接近上游區，FRE 愈明顯 
• 尤其以第一張最明顯 

– Entry slice phenomena 
• 只在 sequential 掃瞄中是如此 



Sequential 與 Interleave 掃瞄方式 

兩者的 FRE 不大相同 

影像切面 
Sequential:  4   3   2   1 

Interleave:  4   2   3   1 



Time Of Flight MRA 

• 調整影像參數強化血管訊號 
• 誇張一些：血管亮到其他靜止組織

看起來沒有訊號… 
• Time Of Flight MRA ! 



Flow-Related Enhancement 

所得影像將只含有血管 ! 

調整影像掃瞄參數 
加強 enhancement 
抑制靜態組織的信號 



2D TOF MRA 

• 由多張單一切面到多角度投影 
•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 MIP :  電腦計算投影 
• Volume (surface) rendering … 



2D TOF MRA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2D TOF MRA 

• 血管：亮，靜止組織：暗 
• 相對於X光血管攝影 

– 完全沒有利用顯影劑 
– 也完全沒有利用減法 



如何獲得良好的TOF MRA? 

• FRE 的增強 
• Unwanted signals的移除 



影響 FRE 程度的因素 

• 切面方向 
• 流速與切面厚度的比例 
• TR 
• Flip angle 



切面方向的影響 

• FRE 只在 thru-plane flow 中明顯 
• 選擇切面須儘可能與血管垂直 
• 血管彎曲處常因 FRE 不明顯而使 
信號較弱，造成 narrowing 



切面方向的影響 

Proximal anterior tibial artery branch 變窄 ? 



切面厚度的影響 

• FRE 是因血液流出切面造成 
• 切面愈薄，FRE 愈明顯 
• 同時解析度也愈高 
• 但有梯度強度及 SNR 的限制 



血流速與切面厚度對 FRE 的影響 
流速 

慢 

快 



TR 的影響 

• 記住 FRE 是因血液流出切面造成 
• TR 若太短，血液沒有時間流走 
• TR 若太長，靜止組織信號無法飽和 
• 最佳 TR  =  厚度 / 流速 



血流速與切面厚度對 FRE 的影響 
流速 

慢 

快 

最
佳 
TR 



Flip Angle 的影響 

• Flip angle 大，T1 現象愈明顯 
– 血管亮、但 flow ghosts 也多 

• 流速慢時，大偏折角造成飽和 
– 類似靜止組織 



偏折角控制 PD 或 T1 對比 

T1 weighting      PD weighting 

z' 

y' 

x' 

Bo Bo 
z' 

y' 

x' 

大偏折角: 
由 0 回復 

小偏折角: 
回復的量極少 



Flip Angle 對 Ghost 的影響 

Angle = 900      Angle = 600     Angle = 300 

A 
P 

A : anterior tibial artery 
P : common peroneal trunk artery 



Flip Angle 的影響 

• 實際的狀況複雜的多 
• 也隨 anatomical location 而異 

– 上下游流速快慢不一 
• 通常採用 450 ~ 600 (2D TOF) 



Flip Angle 對 MRA 的影響 

Angle = 100       Angle = 300    Angle = 500 

也請注意小血管與周遭組織之對比 



如何獲得良好的TOF MRA? 

• FRE 的增強 
• Unwanted signals 的移除 

– 不想要顯示的血管或脂肪 
–Intra-voxel dephasing 



Saturation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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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AT 抑制 Jugular Vein 

Angiogram   Arteriogram 



Tracking SAT 原理 

注意由「下游」往「上游」掃瞄 

image slice SAT band 

SAT band 
永遠追著切面跑 



TOF MRA Artifacts 

• 特定的血管：inflow saturation 
• 脂肪的高信號干擾判讀 
• Intra-voxel phase dispersion 

(失相) 造成血管看似狹窄 



脂肪的 Artifacts 

• TOF MRA 是根據 T1 對比而來 
• 脂肪的 T1 短 
• 脂肪的強信號類似血管 ? 



去除脂肪的 Artifacts 

• Fat SAT (以前提過了) 
• 成功的 fat SAT 條件 

– Shimming 
– 避開磁化率影響 



 Fat SAT 的比較 (原始影像) 

No Fat SAT    Fat SAT 



Fat SAT 的比較 (MIP MRA) 

No Fat SAT    Fat SAT 



可是不要忘記 

• 成功 fat suppression 是有條件的 
– Bo、B1 均勻 … 

• Fat suppression 如果失敗，TOF 
MRA 適得其反 



 Fat SAT in MRA 

No Fat SAT        Fat SAT 



TOF MRA Artifacts 

• 特定的血管：inflow saturation 
• 脂肪的高信號干擾判讀：Fat-SAT 
• Intra-voxel phase dispersion 

(失相) 造成血管看似狹窄 



Intra-Voxel Dephasing 

• 像素內的信號損失 
– 流速不均，甚至有亂流 
– 在有梯度開啟時產生失相 
– 發生在同一像素內 --> 低信號 



Turbulent Flow (擾流) 

Carotid Artery  Basilar Artery 

CCA 

ECA 
ICA 

BA 
S Cerebellar 

S Cerebellar 

Cerebral 
P Cerebral 



失相引起的 Pseudo Stenosis 

MRA   XRA 



看似 stenosis 的原因 

• 梯度  =  磁場隨位置不同 
• 流動  磁場一直變化  累積相角 
• 流速不一  =  相角不同  低信號 
• Pseudo-stenosis 



偽陽性 (False Positive) 

• 但是又不能全部當作正常 
– 原本可能便具有 stenosis 

• 此時會因為擾流而更顯得血管狹窄 
• Over-estimate of stenosis 



那 Aneurysm 呢 ? 

• 血管變寬處可能流速變慢 
• 亦可能有漩渦流 (vortex) 
• 信號低  被當做靜止組織 
• Under-estimate of aneurysm 



Under-Estimate of Aneurysm 

MRA 另一主要缺點 

渦流處的信號損失 
看似不屬於血管 



解決之道 :  血流補償 

• Flow Compensation 
• 變化梯度形狀1-(-2)-1，使得流速不

同的水分子仍然可以具有相同的相

角 



Gradient Moment Rephasing 

No GMR    With G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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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之道 :  短 TE 

• 失相總要花時間 
• 短 TE 使失相情況來不及發生 

– 或使信號損失不多 
• Fractional Echo (以前提過) 



k-空間的數據簡化 

Half Fourier   Fractional echo 

kx 

ky 

kx 

ky 



部份迴訊脈衝序列 

TE 可以縮短 

z 梯度線圈 

射頻線圈 t 

t 

y 梯度線圈 t 

x 梯度線圈 t 
... 

TE 



短 TE 的效果 

Stenosis 下游的信號損失隨 TE 增加而趨嚴重 

TE = 1.5   2.5      3.8 5.3    6.2       7.0 8.0 



Flow Comp 中的 TE 無法太短 

No GMR    With G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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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2D TOF MRA 

• 調整參數強化血管訊號：切面方向

、切面厚度、TR、flip angle 
• 去除假影：Flow Comp or partial 

echo、Fat SAT 
• 那麼 3D TOF MRA 呢 ? 



3D TOF MRA 

• 原理相同，多張 2D 影像類似 3D  
• 多了 slice 方向的相位編碼 

– 厚切塊激發 (slab selection) 
– 時間長了很多倍 

• 最大優勢：高 SNR、高切面解析度 



三維影像脈衝序列 

Gz 與 Gy 分別不同時變化     時間拉長 

z 梯度線圈 

射頻線圈 t 

t 

y 梯度線圈 t 

x 梯度線圈 t 

取樣 

... 



MRA 本來就需要 3D 的數據 

MRA MIP 切面解析度的提高有必要性 

2D MRA 3D MRA 



3D MRI 一般的特性 

• 為了省時間 -- 短 TR  
– 小偏折角、梯度迴訊、T1WI 

• SNR  ~     切面數目 
– 可利用高 SNR 換取薄切面 



回顧 :  良好的 TOF MRA 

• 梯度迴訊 (避免 flow void) 
• 短 TR (足夠的 T1 比重與 FRE) 
• 薄切面有利於減少像素內失像 
• 條件剛好都和 3D MRI 一致 ! 



但是 3D MRA 有先天限制 

• 影響 FRE 的部份因素 
– 切面厚度與 TR 

 
• 在 3D 影像中變得十分複雜 !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射頻激發 

t RF 

影像切面 

血管 血液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接收信號   以及   T1 回復 

t RF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T1 回復 

t RF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再次射頻激發 

t RF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注意 :  黃色區域內的血液並未經過上次射頻激發 ! 

t RF 

經過第二次 RF 

未經前一次 RF 



 FRE in 3D MRI 

射頻激發 

t RF 

影像 slab 

血管 血液 



 FRE in 3D MRI 

接收信號   以及   T1 回復 

t RF 



 FRE in 3D MRI 

T1 回復 

t RF 



 FRE in 3D MRI 

再次射頻激發 

t RF 



 FRE in 3D MRI 

顯然在 3D 中 FRE 比 2D 弱 (這還不是問題) 

t RF 

經過第二次 RF 

未經前一次 RF 



 FRE in 3D MRI 

3D 細分成切面後   血管亮度不一 ! 

上游 : 血管亮 下游 : 血管較暗 



3D 的切塊厚度 

• Slab 太厚，FRE 複雜化 
• 上游 FRE 明顯，下游逐漸飽和 
• MRA 亮度不均，看似血管變窄 
• 慢血流尤其顯著 -- 3D 之缺點 



3D TOF MRA 中的 “漸層”  

信號由上游往下游逐漸降低 



TR 對於「漸層」的影響 

TR 愈短，漸層愈明顯 

t RF 

經過第二次 RF 

未經前一次 RF 



 FRE 在血管上游和下游的差異 

TR = 20  TR = 40  TR = 80 



解決之道 

• 避免上游血液受到太多 RF 
– 小偏折角激發 

• 下游血液讓它多點 T1 比重 
– 大偏折角激發 



解決之道 

• Flip angle 隨位置改變 
– 但是只用單一 RF pulse 來完成 
– 可以用簡單數學求得 RF 波形 
– TONE (Siemens), RAMP (GE) 



TONE 與傳統 sinc RF 脈衝之比較 

上下游給予不同程度的飽和 以使血管信號均勻 

300 

200 

400 

flip angle 

傳統 sinc RF 脈衝 

TONE RF 脈衝 



TONE (Ramp) Pulse 的比較 

傳統 RF pulse     TONE pulse 



3D TOF MRA 的其他特性 

• FRE 仍然較 2D 弱 
–分成數個thin slab依序收訊再組

合: Multiple Overlapping Thin-
Slab Acquisition (MOTSA) 

• 受彎曲血管的影響較 2D 小 (優點) 



FRE 與切面方向 

• 其實只需要在 “入口處” 垂直即可 
– 確保未飽和血液流入影像區 
– 流入後隨便你怎麼繞 

• 3D slab 厚，易於處理 



2D MRA 的 Slice 方向 

難以使每片切面都與血流方向垂直 



 3D MRA 的 Slab 方向 

FRE 由 CA 而來，Willis circle 之彎曲不受影響 



現在常見的 3D Time-Of-Flight MRA 



Bright blood MRA 

• 2D TOF and 3D TOF 
–靠 FRE 現象凸顯血管 

• Contrast-enhanced MRA 
–用對比劑減短血液的 T1 



CE MRA with Gd injection 

• 靜脈注射 Gd-DTPA 
• Strong T1-weighted images 
• TR 越短越好  掃瞄更快 
• TE 越短越好 減少失相的信號損失 



CE MRA 

• 不依賴 FRE 產生 bright blood 
• 避免 complex flow 造成的問題 

– Pseudo-stenosis 
– Under-estimation of aneurysm 

• 也不受切面方向所影響 



顱內的 CE MRA (Aneurysm) 

TOF MRA      CE MRA 



Body 的 CE MRA 

GI MRA    Breast MRA 



CE-MRA 的問題 

• 需要使用對比劑 ($) 
• 只有一次機會，失敗很難重來 
• Enhancement 受到對比劑濃度影響 

– 隨著血液循環而變動 
– First-pass 效果最佳 



Gd 對比劑並非固定留在血管內 

信號增強的最有效時間只有一點點 

時間 

對
比
劑
濃
度
 



Time-resolved CE MRA 

• 既然血液訊號一直變動，那就持續

收訊觀察變化 
• 取樣速度為首要考量 
• 往往需要搭配快速成像及特殊影像

重建方法… (之後會提到) 



心臟附近的 2D Dynamic CE MRA 

5 cm slab, 1.3 sec scan (此處每張間隔 2.6 sec) 



腹腔的 3D Dynamic CE MRA (5.6 sec) 

early phase    arterial phase   venous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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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肇  副教授 
中山電機系   


	 
	血在 MRI 中的表現
	亮血 (bright) 與暗血 (black blood)
	週期性運動的假影
	Displacement Artifacts
	血在 MRI 中的表現
	Black blood
	怎樣讓血流變暗？
	1. Inflow saturation
	 Inflow Saturation 原理
	多方向 Inflow Saturation
	Superior Inflow Saturation
	Sup/Inf SAT 前後之比較
	2. Flow void in Spin-echo 
	2D Spin Echo Sequence
	Flow void in Spin-echo
	3. IR preparation
	STIR 原理
	IR preparation
	Double inversion recovery
	Double inversion recovery
	Double IR
	4. T2* shortening
	T2* shortening
	Min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mIP)
	血在 MRI 中的表現
	血在 MRI 中的表現
	Flow-related enhancement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腹部的亮血流
	MRI 中血管特別亮的情況
	 Through-plane 與 in-plane 血流
	 Multi-slice 中的血管亮度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流動血液在多切面影像中的現象
	多面掃瞄的 FRE 現象
	Sequential 與 Interleave 掃瞄方式
	Time Of Flight MRA
	Flow-Related Enhancement
	2D TOF MRA
	2D TOF MRA
	2D TOF MRA
	如何獲得良好的TOF MRA?
	影響 FRE 程度的因素
	切面方向的影響
	切面方向的影響
	切面厚度的影響
	血流速與切面厚度對 FRE 的影響
	TR 的影響
	血流速與切面厚度對 FRE 的影響
	Flip Angle 的影響
	偏折角控制 PD 或 T1 對比
	Flip Angle 對 Ghost 的影響
	Flip Angle 的影響
	Flip Angle 對 MRA 的影響
	如何獲得良好的TOF MRA?
	Saturation 原理
	利用 SAT 抑制 Jugular Vein
	Tracking SAT 原理
	TOF MRA Artifacts
	脂肪的 Artifacts
	去除脂肪的 Artifacts
	 Fat SAT 的比較 (原始影像)
	Fat SAT 的比較 (MIP MRA)
	可是不要忘記
	 Fat SAT in MRA
	TOF MRA Artifacts
	Intra-Voxel Dephasing
	Turbulent Flow (擾流)
	失相引起的 Pseudo Stenosis
	看似 stenosis 的原因
	偽陽性 (False Positive)
	那 Aneurysm 呢 ?
	Under-Estimate of Aneurysm
	解決之道 :  血流補償
	Gradient Moment Rephasing
	解決之道 :  短 TE
	k-空間的數據簡化
	部份迴訊脈衝序列
	短 TE 的效果
	Flow Comp 中的 TE 無法太短
	成功的2D TOF MRA
	3D TOF MRA
	三維影像脈衝序列
	MRA 本來就需要 3D 的數據
	3D MRI 一般的特性
	回顧 :  良好的 TOF MRA
	但是 3D MRA 有先天限制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流動的血液的飽和現象
	 FRE in 3D MRI
	 FRE in 3D MRI
	 FRE in 3D MRI
	 FRE in 3D MRI
	 FRE in 3D MRI
	 FRE in 3D MRI
	3D 的切塊厚度
	3D TOF MRA 中的 “漸層” 
	TR 對於「漸層」的影響
	 FRE 在血管上游和下游的差異
	解決之道
	解決之道
	TONE 與傳統 sinc RF 脈衝之比較
	TONE (Ramp) Pulse 的比較
	3D TOF MRA 的其他特性
	FRE 與切面方向
	2D MRA 的 Slice 方向
	 3D MRA 的 Slab 方向
	現在常見的 3D Time-Of-Flight MRA
	Bright blood MRA
	CE MRA with Gd injection
	CE MRA
	顱內的 CE MRA (Aneurysm)
	Body 的 CE MRA
	CE-MRA 的問題
	Gd 對比劑並非固定留在血管內
	Time-resolved CE MRA
	心臟附近的 2D Dynamic CE MRA
	腹腔的 3D Dynamic CE MRA (5.6 s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