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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外周性神经源性肿瘤的 *+, 表现。方法

西安

&#""-!）

对 !) 例神经源性肿瘤（良性 #’ 例，恶性 ( 例）进行组织学观察，分

析其与 *+ 表现之间的关系及良恶性肿瘤的 *+, 鉴别诊断。结果

神经鞘瘤 #. 例，神经纤维瘤 ) 例，恶性周围性神经鞘瘤（ */0

123）
) 例，原始神经外胚层瘤 # 例。起源于神经干的肿瘤常呈纺锤形；肿瘤信号多欠均匀，3! 4, 呈“靶征”者 - 例，! 例神经鞘瘤靶心
有较多纤维组织，靶周明显水肿、粘液变性，
# 例 */123 靶心有较多纤维组织和部分钙化。! 例 */123 破坏骨质。结论

肿瘤的部

位、形态和信号对诊断有较大帮助，恶性肿瘤可伴灶周水肿并可破坏邻近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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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源性肿瘤多见于中枢神经系统，外周软组织内相当少

均行 3# 4, 与 3! 4, 扫描，获取轴位、矢状位与冠状位图像，层厚

见，并且易与其它软组织肿瘤混淆。自 #’’. 年以来，我院已行

-( HH，层距 " 5 )# 5 ! HH，矩阵 #’! Q !)(，RST !!".""。% 例平扫

各种软组织病变 *+, 检查 #"" 余例，其中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神

后行 UB $ V3/6
（" 5 ! HH7: W NC）增强扫描。
采用双盲法，参照 *+, 扫描方向分别将 !) 例手术后标本

经源性肿瘤有 !) 例，为了解该肿瘤的 *+, 特征，现将其 *+, 表
现及其与病理基础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切层，由富有经验但不知 *+ 表现的病理科医师对病变的组成
进行分析，再将其与 *+ 表现对照比较，了解不同信号区域的病

D

材料与方法

理基础。

患者共 !) 例，肿块 !% 个，男 ## 例，女 #. 例，年龄 %&# 岁，平
结果

均 .# 岁。患者均以局部肿痛就诊，病程 ( 个月) 年。!) 例均有

E

同期平片，
’ 例有同期 P3 片。所有病变均经手术及病理检查证

E5D

实。

经纤维瘤 ) 例，位于前臂、腋窝、胸壁、肩部、背部、盆骶部和大腿
*+ 扫描使用 2A=H=9< # 5 ) 3 超导磁共振机，使用体部线圈，

肿瘤基本情况

良性肿瘤 DF 例，其中神经鞘瘤 #. 例，神

各 # 例，小腿 - 例，颈部 ’ 例；## 例神经鞘瘤位于肌间隙内（图
#），长轴与局部神经干走行一致，呈纺锤形，腓肠肌内和盆骶部
各 # 例，呈类圆形，多发性肿瘤 # 例，同一神经干上有 . 个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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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连，呈串珠状；
# 例神经纤维瘤邻近胸壁，呈半圆形，余 .
例形态不规则；
#’ 例中腓肠肌内肿瘤最小，为 " 5 & GH Q " 5 & GH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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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盆骶部肿瘤最大，为 &# $% ’ &( $% ’ &) $%。恶性 ) 例，

则；
) 例中最小为 ( $% ’ # $% ’ 2 $%，最大为 3 $% ’ 4 $% ’ &1

恶性周围性神经鞘瘤（*+,-.）# 例，原始神经外胚层瘤（ /+,0.）

$%。

& 例，
( 例位于大腿，位于背部和腰骶部各 & 例；& 例 *+,-. 和

肿瘤在平片上密度略有增高，轮廓不清，5. 上病变轮廓较

/+,0. 位于肌间隙内，呈纺锤形（图 1），余 ( 例 *+,-. 形态不规

清 楚，& 例神经鞘瘤少许伸入骶管内，骶管扩大，骨质压迫，平

图&

左小腿神经鞘瘤。6" .1 78 肿瘤位于肌间隙内，可见“靶征”。 9" :; < =.+6 增强后，靶心显著强化。 5" >0 ’ 1!!，靶心（左侧）

与靶周（右侧）分界清楚，分别为富含胶原纤维的 ?@AB@C 6 区和水肿粘液性变的 ?@AB@C 9 区

图1

左大腿恶性周围性神经鞘瘤。 6"

.1 78 肿瘤位于肌间隙内，可见“靶征”，靶心呈偏心性。 9" 5. 靶心有部分钙化。 5" >0 ’ 1!!，靶心（左下）与靶周（右上）分界清楚，前
者富含胶原纤维，后者显著水肿粘液性变

图D

右背部恶性周围性神经鞘瘤。 6" .& 78 肿瘤以实性为主，侵犯 .( 椎体右侧半，与

左侧半正常椎体分界清楚。 9" 5. 椎体破坏边缘欠清。 5" >0 ’ 1!! 病变局部也有明显粘液变性区域
片、5. 和 *E8 均可显示；1 例 *+,-. 破坏骨质，平片和 5. 上均

为等信号或略低信号，信号均匀或不均匀，其中含少许脂肪或

呈溶骨性，边界不清，
& 例位于右侧第 ( 后肋及其相邻椎体，另

斑点状出血高信号者各 & 例。在 .1 78，信号都欠均匀，同一类

& 例位于左侧肩胛骨，*E8 上边界则很清楚，以 .& 78 显示最好

型肿瘤间信号也欠一致，其中神经鞘瘤、*+,-. 和 /+,0. 以较

（图 D）。*+,-. 和 /+,0. 各 & 例周围有水肿，平片和 5. 显示不

高信号或高信号为主，神经纤维瘤 & 例呈低信号，余呈略低 高

清，*E8 显示清楚。除位于肌肉内、背部和骶棘肌处肿瘤外，其

信号。4 例 5. 扫描中 1 例有低密度区，与 .& 78 低信号区、.1 78

它肿瘤对周围大血管都有推压或包绕征象，完全包绕者 5. 显

高信号区相对应，
& 例 *+,-. 有部分钙化区，.& 78 和 .1 78 均呈

示不清，*E8 显示清楚。

低信号，余密度较均匀。病理结果显示，低信号区胶原纤维相

!"!

万方数据
肿瘤信号及其病理基础

!" 例肿瘤实质的大部在 .& 78

对较多，较高信号区肿瘤细胞丰富，高信号区有坏死、囊变和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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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变性。本 组 ! 例 神 经 鞘 瘤 和 " 例 #$%&’ 在 ’! () 呈 现“靶

质的信号明显不同，尤其在 ’" () 区别更为显著，病变边界清

征”—靶心为类圆形低信号，靶周为高信号，病理显示靶心均含

楚，骨质破坏范围较易观察，但难以确定骨破坏方式（图 4）。

有较多胶原纤维，前者为 *+,-+. / 区，后者部分区域还有钙化，

! 3!

良恶性肿瘤鉴别非常重要。本组病例显示，良性肿瘤边

靶周都有显著的水肿、粘液变性，外观呈胶冻状（图 "，!）。神经

界清楚，少数病变可压迫邻骨，相邻骨皮质可有增厚，部分恶性

纤维瘤、#$%&’ 和 0$%1’ 各 " 例和神经鞘瘤 2 例行增强扫描，

肿瘤虽然边界也可清楚，但轮廓更欠规则，对周围结构浸润明

肿瘤均有中 高度不均匀性强化，
" 例神经鞘瘤靶心明显强化。

显时病灶周围可出现水肿，邻近骨质者可将其显著破坏。肿瘤
的信号对鉴别诊断帮助不大，两者均可伴继发性改变［"8］，良性

!

肿瘤也可有明显的坏死、囊变，恶性者即使以实性成分为主，局

讨论
良性神经源性肿瘤中以神经鞘瘤和神经纤维瘤最为常

部也可有明显的粘液变性等继发改变（图 47）。 &9: 和 ;*<=*

见，几乎均为单发病例，个别为多发性或伴有 ! 型神经纤维瘤

等［"，!］曾发现当神经鞘瘤和神经纤维瘤的中心区富含胶原纤维

! 3"

病［"4］。因常累及交感、迷走、腓、尺等神经干，肿瘤多位于肌间

等结构而周边部位有显著的粘液变性时可在 ’! () 出现“靶

隙，
常沿神经干长轴发展而呈纺锤形，在矢状位和冠状位显示

征”，并认为该征是良性神经源性肿瘤的一种特征性改变。在

良好。曾有学者报道部分患者因神经干受累而使其远侧肌肉

本组病例中，良恶性肿瘤均可出现“靶征”，良性者靶心与靶周

发生萎缩，本组病例未见，可能与扫描范围比较局限有关。在

分别为富含胶原纤维的 *+,-+. / 区和明显水肿、粘液变性的 *+>

组织学上，神经鞘瘤与神经纤维瘤比较相似，前者由 *+,-+. / 区

,-+. 5 区，#$%&’ 靶心除富含胶原纤维外，中心部还有钙化，靶

和 5 区组成，后者由神经鞘细胞、纤维母细胞等组成，可能因两

周也为明显水肿粘液变性区域，故“靶征”的出现可能只提示病

者均常 伴 有 显 著 的 继 发 性 改 变 之 故，凭 其 信 号 改 变 很 难 区

变多为神经源性肿瘤，而与肿瘤的良恶性无关。需要指出的

别［!］。本组病例中，两者 #6) 信号均可多样，但多欠均匀，尤其

是，
“靶征”并非神经源性肿瘤所独有，在我院行 #6) 检查的软

在 ’! ()，虽以较高信号为主，多数肿瘤都可混杂低、高信号。病

组织包块中，粘液性脂肪肉瘤和软骨肉瘤各 " 例也出现该征，

理结果显示，信号的高低与其成分有关，低信号区纤维组织较

故“靶征”可能只是肿瘤的各种继发性改变的一种巧合，其中以

多而细胞成分较少或有钙化，较高信号区肿瘤细胞较多，高信

神经源性肿瘤出现的几率较大而已。

号区则有显著的坏死、囊变或水肿、粘液变性等继发性改变（图
"），#6) 除对钙化观察欠佳外，其不同信号所反映的病变结构
特征远较平片和 7’ 提供的信息丰富，对了解病变的特性和诊

,9=-<K：7-<<AD*,.-+ -L #6 .=*M.+M *+N :.K,-D-M.I L.+N.+MK［ ?］3 6*N.-D，

断有很大帮助。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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