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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Ｘ线诊断
万志水，于寅尧
（镇江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０１）

［摘要】

目的：为研究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特征性ｘ线表现。方法：回顾了１０例经手术和病理证实的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结

果：发现软骨粘液样纤维瘤有以下重要Ｘ线特征，按照其出现频率依次是：①病变位于长短状骨的干骺端或不规则骨的近关节处
（１０／１０）：②病灶呈现地图状骨质破坏，边缘有分叶和硬化圈（以髓腔面和近关节面为主），病灶内部有粗分隔（９／１０）；③发病年龄为
２０。３０岁。结论：软骨粘液样纤维瘤有特征性ｘ线表现，Ｘ线往往能确立诊断，而缺少特征的病变Ｘ线难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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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粘液样纤维瘤（ＣＭＦ）系少见的良性软骨性骨

地图样改变，其长轴与骨骼的长轴平行；破坏区的边缘

肿瘤，１９４９年Ｊａｆｆｅ和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在８例病例的基础上

清晰，有分叶，可见硬化带，近髓腔面硬化、分叶明显，

首次描述并命名该病，以后对于此病的报告逐渐增多。

皮质面硬化不明显；骨质破坏区的骨皮质完整，有局部

国内１９６４年始有报告ｕ。，１９８６年刘子军等统计全国

轻微隆起，隆起处软组织稍受压移位，但其结构清晰且

４０４例骨肿瘤和肿瘤样病变幢ｊ，软骨粘液样纤维瘤

与骨皮质无粘连；破坏区内见骨性间隔，骨性间隔粗而

２１７例，占全部骨肿瘤的１．６％。现报告经临床病理证

稀少，使骨质破坏区呈多房样改变；骨质破坏区内钙化

实的软骨粘液样纤维瘤１１例如下，并着重讨论其Ｘ

少见，本组１例５３岁病人，其病变区位于股骨上段，破

线表现及其诊断。

坏区内见斑点状和小环状钙化；本组另１例１３岁病人

１２

见骨皮质缺损，缺损处两端见葱皮样骨膜反应。

ｌ资料与结果

１．２．２不规则骨的Ｘ线表现３例不规则骨病变的
资料

１．１
１．１．１

一般资料

骨质破坏区发生于不规则骨的近关节处，呈圆形，边缘
本组１１例，男７例，女４例，发病

年龄５～５３岁，平均２ｌ岁，３０岁以前有１０例；病变部
位：长骨８例，其中７例发病于干骺端，ｌ例骨干，不规

呈花边样且清晰，可见硬化且以近关节面为著。
２讨论

则骨３例；长骨中胫骨５例，股骨１例，腓骨１例，肱骨

２．１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临床特征

１例。不规则骨中位于髂骨者２例，位于坐骨者ｌ例。

维瘤是一种少见的良性原发性软骨性骨肿瘤，其发病

软骨粘液样纤

１．１．２临床资料本组病例主要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率约占原发性骨肿瘤的１．４％～３％（国外），国内约

是局部疼痛与肿块，病程较长．平均１年，最长１５年；

１．３％。发病年龄一般较年轻，绝大多数发生于２０。３０

局部肿块大小不一，一般随病程的延长而增大，质地

岁。Ａｎｔｈｏｎｙ等报道３８例中１９例（５０％）发病于２０岁

硬，本组最大为３．５

以前【３ Ｊ，刘子军等［２３综合国内２１７例中３０岁以前有

ｃｍ×５．５

ｃｍ；局部疼痛多为隐痛或

钝痛。

１６７例。本组１０例发病于３０岁以前。
Ｘ线袁现

１．２
１．２．１

长管状骨的Ｘ线表现

临床上，本病主要表现为轻微的局部疼痛和（或）
本组７例病变位于长

局部触及疼痛或无痛性肿块，肿块质地硬，表面光滑无

管状骨的干骺端，在Ｘ线上，病变区表现为局限性骨

移动。一般无全身症状，但如果肿块过大或临近器官

质破坏。骨质破坏区呈偏心性分布，为圆形、椭圆形或

则可压迫Ｉ临近器官或组织而产生相应症状，国内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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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报道脊椎软骨粘液样纤维瘤可引起背痛和脊神经压

的特征了。

迫症状。

２．２．４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复发和恶性变

２．２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ｘ线诊断

人术后可以复发，Ｓｈａｊｏｗｉｃｚ等认为有４％的复发率，

少数病

在长管状

Ｒａｌｐｈ报道术后复发率为１２％，而且年龄越小越易复

骨上，软骨粘液样纤维瘤具有以下表现：（１）一般骨质

发。恶性变一般转化为软骨肉瘤，恶性变率为ｌ％一

破坏区位于长管状骨的干骺端，呈偏心性膨胀性生长，

２％。

其长轴与所在骨长轴一致；（２）骨质破坏区大多呈卵圆

２．２．５关于病理性骨折

形、多房形或地图样，且可见粗细不一的骨性间隔致使

生病理性骨折，Ａｎｔｈｏｎｙ等报道３８例中无１例发生病
理性骨折ｂｊ，李建民等报道的１６例中仅１例№。发生病

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骨质破坏区

２．２．１

骨质破坏区呈分房样改变，骨性间隔的宽度较巨细胞

软骨粘液样纤维瘤很少发

瘤宽而少；（３）骨质破坏区边缘锐利且可见硬化征象，

理性骨折，本组１１例未见病理性骨折。

尤以髓腔面显著，并逐渐移行为正常骨组织，骨质破坏

２．２．６关于软组织肿块软骨粘液样纤维瘤可突破

区的皮质面硬化不明显，且有时明显变薄以至于Ｘ线

骨皮质而形成软组织肿块，通常很小，呈半圆形，边缘

上不能显示而表现为皮质缺损。以上是软骨粘液样纤

清晰锐利，可能是由于肿瘤外包膜完整的缘故ｊ。。有

维瘤在长管状骨上的特征性Ｘ线表现，通过这些特征

人提出这种外侧缘类似恶性肿瘤而髓腔面似良性肿瘤

Ｘ线往往就能确诊。本组８例长管状骨中６例显示这

的特殊表现有助于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诊断【７ｊ。

类特征．因而得到了明确的诊断。

２．２．７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鉴别诊断软骨粘液样

扁平状骨上，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骨质破坏区多

纤维瘤要与骨巨细胞瘤以及多房性骨囊肿相鉴别。骨

呈不规则圆形或地图状，破坏区常临近关节，边缘常有

巨细胞瘤一般发生于骨端，呈溶骨性皂泡样【Ｉ文变，膨胀

硬化，且以近关节面处为显著，钙化少见。本组２例髂

更显著，骨皮质菲薄如纸。多房性骨囊肿发病年龄较

骨软骨粘液样纤维瘤均见此征象。文献尚未有此方面

小，多在１０岁左右，多见于股骨和肱骨干骺端中央，不

的报告，不知这是否是软骨粘液样纤维瘤在扁平状骨

呈偏心性分布且分叶不明显，易发生病理性骨折。其

上的特征之一，尚有待研究。

他如良性软骨母细胞瘤、动脉瘤样骨囊肿、软骨瘤等也

２．２．２关于骨质破坏区的皮质断裂与骨膜反应

软

应与之鉴别。

骨粘液样纤维瘤的骨质破坏区处的皮质断裂，有人认

总之，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Ｘ线诊断相对困难，

为相当常见‘“，Ａｎｔｈｏｎｙ等报告３８例中２０例（３２％）见

对于具有特征性表现（如：年龄在２０，３０岁之间，病变

皮质断裂且侵入其周围软组织旧ｏ。本组两例见到骨皮

位于长骨干骺端，病灶呈地图样、椭圆形，边缘硬化，且

质断裂形成的“缺口”，这种“缺口”很锐利，皮质清晰。

以髓腔面为主）的，ｘ线能作出诊断；而那些不具备这

与恶性肿瘤的骨皮质破坏不同，病理上，绝大多数这类

些特征性表现的，Ｘ线难以作出明确诊断。

“缺口”处的骨膜或骨膜外结缔组织完好Ｈｊｊ。
关于软骨粘液样纤维瘤的骨膜反应，也有人认为
很常见。凯，呈平行单层或多层，其范围不超出“骨质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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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尚有部分骨膜未骨化的缘故，不知可否尚待研究。
关于骨质破坏区内的钙化

２．２．３

软骨粘液样纤维

开始分化为成熟的软骨，再钙化需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故钙化少见且往往见于病程长的患者。本组１例呈点
状及环状钙化，患者年龄为５３岁。由于其他软骨性肿
瘤发生钙化可达５０％，对比之下钙化少见也可谓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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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组织而后发生粘液变。因此，从粘液样间胚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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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虽属丁软骨性肿瘤，但钙化却少见。有人解释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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