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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螺

中国

～。～

摘要

目的

价值。方法

探讨多层螺旋ＣＴ多平面重建（ＭＰＲ）技术对评价颈部神经源性肿瘤的

对比分析３４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颈部神经源性肿瘤的多层螺旋ＣＴ横断

面及其ＭＰＲ表现，包括神经鞘瘤２３例，神经纤维瘤５例，颈动脉体瘤６例。结果

神经

鞘瘤２３例，肿瘤边缘规则，肿物整体强化不明显，内部均有斑驳状高、低混杂密度。颈
动脉体瘤６例，均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ＭＰＲ像均清晰直观显示肿瘤与颈动脉的关系。
椎旁间隙肿瘤１６例，横断面图像显示肿瘤与椎间孔关系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

肿瘤影像诊断专栏

为７２．７％、１００％、８１．３％，ＭＰＲ显示肿物与椎间孔关系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均为
１００％。结论

专

多层螺旋ＣＴ扫描能明确颈部神经源性肿瘤的定性、定位诊断，尤其是横

断面图像结合ＭＰＲ能全面直观地显示肿瘤与邻近血管、椎间孔和椎管的关系。
关键词

颈部神经源性肿瘤

多平面重建体层摄影术Ｘ线计算机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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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部神经源性肿瘤是颈部问隙的常见肿瘤，常

据进行１．２５ｍｍ层厚的重建，重建间隔０．６２ｍｍ。位

规ＣＴ主要依靠横断面图像显示肿瘤的强化特征和

于颈动脉间隙内肿物的冠状面、矢状面重组线分别

肿瘤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进行定位及定性诊断¨’２Ｊ。

在矢状面、冠状面上与患侧颈动脉长轴平行；位于

近年来，随着多层螺旋ＣＴ（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

椎旁间隙肿物的冠状面、矢状面重组线分别在矢状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

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ＳＣＴ）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其图像后处
理技术在临床的应用也逐渐成熟，为术前准确定位

面、冠状面上与脊柱长轴平行。利用ＭＳＣＴ扫描机
中的ｂａｔｃｈ ＭＰＲ软件进行ｌｍｍ层厚、ｌｍｍ间隔的平

及确定手术方式和途径提供了帮助。本文旨在探讨

均重组获得冠状面和矢状面图像。对于与椎间孔和

多层螺旋ＣＴ及其多平面重建（ＭＰＲ）技术评价颈

椎管关系密切的肿物另在横断面图像上与患侧椎间

部神经源性肿瘤的价值。

孔平行方向做重组线，进行平均重组。
分析ＣＴ横断面、ＭＰＲ重建冠状面、矢状面、

肿瘤影像诊断专栏
多

斜位图像，－并与手术及病理结果进行对照。

１材料与方法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经手术、病理证实
的颈部神经源性肿瘤３４例，其中男１６例，女１８
例。年龄１４～６７岁，中位年龄４５岁。临床表现均

２结果
２．１肿瘤的定性诊断

为颈部无痛性肿物，触诊质硬，６例有搏动感。病

３４例中颈动脉间隙肿物１８例，其中神经鞘瘤

理诊断：神经鞘瘤２３例，神经纤维瘤５例，颈动

１２例，颈动脉体瘤６例。椎旁间隙肿瘤１６例，其

脉体瘤６例。

中神经鞘瘤１ｌ例，神经纤维瘤５例。肿瘤最大横

使用ＧＥ

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 Ｕｌｔｒａ

８层螺旋ＣＴ扫描机，

径为１．５—１５ｃｍ，中位数４ｃｍ。

扫描范围自颅底至胸廓入口，部分延至上纵隔至气

２３例神经鞘瘤中，最大横径为２．５～６．０ｃｍ，中

管分叉水平。扫描参数为螺距０．８７５，扫描条件为

位数３．５ｃｍ。无论位于颈动脉间隙或椎旁间隙，肿

ｒｎＡ。所有病例均行直接增强扫描，以

瘤边缘均规则，肿物整体强化不明显，ｃＴ值为１１

高压注射器由肘前静脉注入６０％泛影葡胺或含碘

～９９ＨＵ（颈部肌肉ＣＴ值４３～８４ＨＵ），周围呈低密

３００ｒｎｇｋｎｌ欧乃派克、优维显ｌＯＯｍｌ，注射流率
３．０ｍｌ／ｓ，延迟３０秒。对横断面扫描图像的原始数

度，内部为斑片状高密度区混杂斑片状低密度区

１２０ ｋＶ，１８０

（图１，３），１例内部有多个囊变区。

图１神经鞘瘤
图Ａ肿瘤位于左侧颈动脉间隙，
肿瘤整体无明显强化，与颈后三角区
肌肉密度相仿，但肿物内部有斑驳样
高、低混杂密度，肿物边缘规则，推
压颈动、静脉向外侧移位；图Ｂ冠状
面ＭＰＲ重建像能直观显示肿瘤与血管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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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图３神经鞘瘤
图Ａ横断面示左侧椎旁肿物，密度不均匀．内有斑片状高密度区，肿物与椎间孔关系密切，椎间孔未
见明确扩大；图Ｂ ＭＰＲ重建冠状面像示肿瘤邻近椎间孔扩大，但椎管内未见明确肿瘤征象，术中证实肿瘤
侵犯神经根部，未侵入椎管

图４神经纤维瘤
图Ａ横断面扫描示肿物位于左侧椎旁间隙，密度不均匀，有多个囊变区，左侧椎间孔
扩大；图Ｂ ＭＰＲ重建冠状面像示肿瘤侵入椎间孔达椎管内

５例神经纤维瘤，肿瘤最大横径为３．０～

部有散在裂隙状低密度区，肿瘤周围有较多迂曲血

８．０ｃｍ，中位数５ｃｍ。３例边缘规则，２例不规则，

管。

无明显强化，ＣＴ值为２２～８７ ＨＵ（颈部肌肉ＣＴ值

２．２肿瘤与周围重要结构的关系

５３～８３

ＨＵ），内部密度不均匀，其中１例为高、低

混杂密度，２例有囊变（图４）。

位于颈动脉间隙神经鞘瘤１２例，均位于颈动、
静脉内侧，横断面及ＭＰＲ均显示肿物压迫颈动、

６例颈动脉体瘤肿瘤最大横径为１．５～４．０ｃｍ，

静脉外移，ＭＰＲ直观地显示肿瘤全程与颈动、静脉

中位数３．０ｃｍ，均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增强扫描

的关系（图１），２例位于颈总动脉与颈内静脉之

后明显强化（图２），与颈部大血管密度相仿，ＣＴ

间，可见颈动、静脉分离，手术、病理证实为迷走

值为８９～２５７ＨＵ（颈部肌肉ｃＴ值５２～８５ ＨＵ），内

神经来源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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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颈动脉体瘤
图Ａ肿瘤位于左侧颈动脉间隙颈总动脉分叉处，明显强化，内部密度不均匀，包绕颈部血管；

图Ｂ、ｃ清晰显示肿瘤包绕颈内动脉

附表横断面、ＭＰＲ图像评价椎旁间隙神经源性肿瘤与椎间孑Ｌ的关系

６例颈动脉体瘤，均位于颈动脉分叉处，使颈
动脉分叉角度明显增大，２例肿物包绕颈内动脉，１
例肿物包绕颈总及颈内、外动脉，横断面均显示肿
瘤与颈动脉的关系（图２Ａ），但ＭＰＲ尤其是ＭＰＲ
矢状面像清晰地显示颈总动脉分叉角度增大，颈
内、外动脉分离及其与肿瘤的关系（图２Ｂ、Ｃ）。
椎旁问隙肿瘤１６例，手术证实肿瘤侵入椎间
孔１１例，其中神经鞘瘤７例，神经纤维瘤４例。横
断面显示肿瘤侵入椎间孑Ｌ ８例（图４Ａ），３例由于
椎问孑Ｌ扩张不明显而未能显示肿瘤侵人椎问孑Ｌ内
（图３Ａ），敏感性为７２．７％，特异性１００％，准确性
８１．３％，ＭＰＲ全部准确显示肿物与椎问孔的关系

【３讨论
颈部神经源性肿瘤多起源于颈部周围神经（迷

走神经和交感链），９～１２对脑神经或颈丛、臂丛神
经，故肿瘤多发生于颈动脉间隙及椎旁问隙。颈动
脉间隙内的淋巴结、神经、血管的病变可根据其解

剖部位及结构改变进行准确诊断＿ｌ。。。椎旁间隙内
的重要结构是臂丛神经，在前、中斜角肌之间走
行［３Ｉ。

颈动脉间隙神经鞘瘤多起自交感神经和迷走神
经，肿瘤表面光滑，有完整包膜。文献报道＿２、３ｊ，

（图３Ｂ、４Ｂ），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均为１００％

肿物密度低，内部呈栅栏状或云雾状、岛状的高密

（附表）。２例神经鞘瘤呈“哑铃状”跨椎管内外生

度区或呈ｔ昆杂密度为神经鞘瘤的特征性密度变化，

长，邻近骨质呈压迫性改变，椎间孑Ｌ扩大，椎管内

本组病例均有相似表现。病理基础为肿瘤内包含的

可见强化肿物影。

两种神经组织——Ａｎｔｏｎｉ Ａ型（高密度）和Ａｎｔｏｎｉ

Ｂ

型（低密度）的构成比不同所致。３Ｉ。迷走神经肿瘤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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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表现是颈动、静脉分离；交感神经来源肿瘤常

肿瘤通过椎间孔侵入椎管内，术中需将椎间孔扩

使颈内、外动脉和颈内静脉向外移位。因此颈部大

大，显示椎管内肿瘤，除去椎间孔周围的骨质。在

血管空间走行的改变可提示肿瘤的来深２｜。

保护神经干的前提下，尽可能将肿瘤完全剥离ｏ。。

颈动脉体瘤多位于颈动脉分叉处，治疗方法主

因此，术前判断有无椎间孔及椎管内受侵直接影响

要为手术切除，由于该肿瘤富含血管，周围结构复

手术方案的制定。横断面扫描存在部分容积效应，

杂，术后并发症较多，故术前的准确诊断至关重

一些肿物伸入椎间孔未引起椎间孔扩大，横断面显

要。尽管横断面图像亦能明确显示肿瘤与血管的关

示并不明确。本组手术、病理证实肿瘤侵人椎问孔

系．但由于增强后肿物显著强化，有时难以分辨强

１１例，横断面仅显示其中的８例。ＭＰＲ重建可从不

化的肿瘤与相邻血管。ＭＰＲ重建图像立体直观地显

同角度观察肿物与椎间孔的关系，立体并直观地观

示了肿瘤与血管的关系，尤其在矢状面图像上可清

察肿物伸人椎问孔的情况，尤其是以平行于患侧椎

楚显示颈动脉分叉处肿瘤使颈动脉分叉角度增大，

间孔方向做重组线，显示最为清晰，本组ＭＰＲ重

颈内、外动脉分离，不仅增加了诊断信心，而且有

建图像均清晰显示肿物与椎问孔的关系。

利于手术方案的拟定。本组２例颈动脉体瘤包绕颈

横断面ＣＴ扫描能明确显示肿瘤的强化特征和

内动脉，１例肿物包绕颈总及颈内、外动脉，横断

肿瘤与周围组织的关系，从而推断肿瘤的来源，进

面及ＭＰＲ均准确显示，但ＭＰＲ显示肿瘤与血管的

行肿瘤的定性诊断已不困难。ＭＳＣＴ由于具有扫描

关系更直观。

速度快，纵轴空间分辨率高等优点ｍ。，多层螺旋ＣＴ

椎旁间隙神经源性肿瘤起源于脊神经和臂丛神

多平面重建（ＭＰＲ）的冠状位、矢状位、斜位能多

经根，横断面表现为椎旁肿物，伸人椎管内可引起

角度直观显示颈部肿瘤与血管和骨骼的关系，因

椎间孔扩大，部分椎旁肿物可在椎管内、外呈“哑

此，横断面图像结合ＭＰＲ能更明确地显示肿瘤与

铃型”生长，局部颈椎骨质呈压迫性骨质缺损改

邻近颈部结构尤其是与颈部血管和椎问孔及椎管内

变。在临床中，正确判断肿瘤是否伸入椎问孔对于

的关系，对判断肿瘤能否切除、选择外科手术人路

选择手术方式很有价值，椎旁间隙肿瘤若术前诊断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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