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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配准对圆孔、卵圆孔、棘孔、舌下神经管
及舌下神经的显示
付杰’ 胡超苏’ 应红梅’ 胡伟刚’ 何少琴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上海 ()))*(
’ ’ ［ 摘要］’ 背景与目的：不同学者对 $%& 与 !" 在鼻咽癌颅底区域的影像显示的看法存在分歧。为明确 $%& 对
鼻咽癌颅底区域靶区显示的情况，分析无颅神经侵犯鼻咽癌患者的 !"、$%&，比较圆孔、卵圆孔、棘孔、舌下神经管
及舌下神经 !"、$%& 的显示情况和影像表现，探讨圆孔、卵圆孔及棘孔、舌下神经管及舌下神经在鼻咽癌放射治疗
靶区勾画的意 义。方 法：研 究 我 院 ())+ 年 *—, 月 未 经 治 疗 的 无 颅 神 经 侵 犯 () 例 鼻 咽 癌 患 者 !"、$%&。在
-.//0123*( 45 ) 工作站上采用互信息法配准后分析圆孔、卵圆孔、棘孔及舌下神经管在 !" # $%& 图像上显示特点。
记录 !"、$%& 横断面显示情况；测量舌下神经管两侧纵径、内径及两侧纵径分别与矢状面的角度，并进行数据统计
学分析。结果：在 !" 骨窗上圆孔显示为低密度的管状结构，卵圆孔及棘孔显示为低密度的孔状结构。4 例（*+6 ）
圆孔在 !" 上为双侧显示，
+ 例（(+6 ）为单侧显示，
7 例（,)6 ）未见显示。全部患者卵圆孔、棘孔在 !" 上均为双侧
显示，卵圆孔两侧对称者 8* 例（9+6 ），不对称者 4 例（*+6 ）。卵圆孔呈圆形 7 例（()6 ），呈椭圆形 *( 例（7)6 ）。
棘孔两侧对称 * 例（8+6 ），两侧不对称者 84 例（7+6 ）。全部病例圆孔在 $%& 各个序列上均未见显示，卵圆孔及
棘孔在 "8 :&、"( :& 上均未见显示，在增强 "8 :& 上表现为高信号血管影。全部患者卵圆孔及棘孔在增强 "8 :& 上
为双侧显示，卵圆孔两侧对称 8* 例（9+6 ），两侧不对称 4 例（*+6 ）；呈圆形 7 例（()6 ），呈椭圆形 *( 例（7)6 ）。
增强 !" 未见圆孔、卵圆孔及棘孔内血管显示。全部舌下神经管在 !" 上显示，各项指标如下：左管径 *5 ; < 75 +
==，平均（95 84 > 85 *）==、左管长 +5 7 < 8)5 8==，平均（95 + > (5 )）==、左管倾角 ,,5 (? > )5 9?（ ,(? < +7?）、右管径
,5 ( < ;5 4 ==，平均（+5 47 > 85 (）==、右管长 +5 9 < 8)5 9==，平均（95 7 > 85 ;）==、右管倾角 ,,5 +? > 85 4?（ ,8? <
99?）。两侧管径比较 ! @ 85 ()( " A )5 )+，两侧管长比较 ! @ B 85 (89 " A )5 )+，两侧管倾角比较 ! @ )5 (+( " A )5 )+。
在 $%& 上均为全管双侧显示各项指标显示如下：双侧 8))6 ；左管径 ,5 ( < 75 4 ==，平均（95 * > 85 *）==、左管长+5 9
< 8)5 ( ==，平均（95 9 > 85 7）==、左管倾角平均 ,,5 8? > )5 4?（,8? < +;?）、右管径 ,5 7 < ;5 4==，平均（+5 ; > )5 ;）
==、右管长 +5 4 < 8)5 +==，平均（95 ; > 85 4）== 、右管倾角平均 ,,5 *? > 85 4?（ ,8? < 97?）。两侧管径比较 ! @ 85 88，
" A )5 )+，两侧管长比较 ! @ B )5 ;7,，" A )5 )+，两侧管倾角比较 ! @ )5 +*(，" A )5 )+。舌下神经 !" 未能显示，舌下神
经池内段、管内段在 $%& 上亦可显示，但是管外段未见显示。结论：在 $%& 上对圆孔的识别还有很大困难，但是
$%& 可以显示正常卵圆孔及棘孔，为今后直接在 $%& 勾画鼻咽癌靶区（ 卵圆孔）制定放疗计划提供了影像解剖及
靶区确定的依据。在舌下神经管和舌下神经显示及影像诊断上 $%& 较 !" 有明显优势。$%& 较 !" 具有同时显示
舌下神经管及舌下神经的优势，特别是对舌下神经麻痹的患者，可以很好判断病灶，有助于制定治疗计划。在临床
上对于鼻咽癌我们推荐 $%& 检查以便更确切地评价病灶。
［ 关键词］’ 圆孔；’ 卵圆孔；’ 棘孔；’ 舌下神经；’ 舌下神经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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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 圆孔、卵圆孔、舌下神经管是颅底固有骨性结

I( 例，女 ) 例，年龄 (+ \ J> 岁（ 平均年龄 C( 岁），

构，靠近鼻咽亦是鼻咽癌易侵犯的部位。鼻咽癌易

3I ( 例、3A I( 例、3( C 例。

［I］

沿着神 经 孔 裂 向 颅 底 和 颅 内 生 长

。圆 孔、卵 圆

35 64 ’7 8 9!: 检查 Z 全 部 病 例 均 在 放 射 治 疗 体

孔、舌下神经管受侵均为局部晚期鼻咽癌。鼻咽癌

位、面罩固定下行横断面 :3、NLO 扫描。:3 扫描采

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放射治疗，能否准确了解肿块的

用 #]O^O#_ 公司 B> %6 大孔径 :3 机型。:3 横断面

侵犯范围是治疗成功的关键。随着 (M[:L3 和 ONM

扫描范围由中脑到第六颈椎水平，层厚为 > 66，层

L3 技术的广泛使用，鼻咽癌临床靶区勾画显得尤为

距为 > 66。颅底区域采用骨窗（ 窗宽 AA++ ]‘，窗

主要。靶区勾画不足会影响到肿瘤控制，靶区勾画

位 A>+ ]‘），其余部位采用软组织窗（ 窗宽 C++ ]‘，

过大则正常组织过量照射，增加并发症。圆孔、卵圆

窗位 C+ ]‘）。NLO 扫描采用 aY _!H"$ I* > 3 双梯

孔、棘孔、舌下神经管及舌下神经区域原发病变少

度 NLO 扫描仪，扫描范围由中脑到第四颈椎水平。

见，缺乏影像及临床报道，关于该部位 NLO 研究更

全部患者均使用 3-.0-#S 线圈。全部病例均行横断

为少见。:3 显示骨结构清晰，NLO 则软组织分辨率

面 3I QO 和 3A QO 及矢状面 3I QO 平扫，横断面和冠

高，国内至今尚未见两者结合共同研究该区域的报

状面行化学饱和脂肪抑制增强 3I QO 扫描。扫描参

道。为探讨 NLO 显示的圆孔、卵圆孔、棘孔及舌下

数：层厚 > 66，间距 > 66，矩阵 A>J b A>J，激励次

神经管在鼻咽癌靶区的勾画，我们通过 :3 与 NLO

数 A \ C 次。3I QO（ K_Y，3L (C+ 60，3Y II* > 60）；

配准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圆孔、卵圆孔、棘孔及舌

3A QO（ KLK_Y，3L C>++ 60，3Y B> 60）；化学饱和脂

下神经管的显像及特征表现，为在 NLO 上勾画鼻咽

肪抑制增强 3I QO（ K_#aL，K^O# B>W，3L A++ 60，3Y

癌临床靶区提供影像解剖依据。

A* > 60）。造影剂为马根维显，剂量为 +* I 66-& c /H。

IZ 对象和方法
3* 34 研究对象Z 分析研究我院 A++> 年 (—C 月 A+
万方数据
例未经治疗的无颅神经侵犯鼻咽癌患者。其中男

3* ;4 配准方法和分析方法Z 全部 :3 c NLO 图像经
网络传输至 #!""$%&’( ( )* + 工作站，分别由医师或
物理师在 #!""$%&’( ( )* + 上采用互信息法来配准，
同时由医师来评价配准结果。在配准及评价时所有

E)E

付杰，等 T ,- . /01 配准对圆孔、卵圆孔、棘孔、舌下神经管及舌下神经的显示

参与人员对患者的临床情况采用盲法。医师分别在

（ 如图 (）。全部患者卵圆孔及棘孔在增强 -2 >1 上

!"##$%&’( ( )* + 工 作 站 上 来 勾 画 ,- . /01 图 像 圆

为双侧显示，卵圆孔呈圆形 D 侧（5+C ），呈椭圆形

孔、卵圆 孔 及 棘 孔。记 录 两 侧 是 否 对 称、形 状（ 圆

(5 侧（D+C ）。两侧对称 2( 例（F7C ），两侧不对称

形、椭圆形）及是否缺如。分析圆孔、卵圆孔及棘孔

) 例（(7C ）。/01 增强 -2 上显示每一侧高信号血

在 ,- . /01 图像上显示特点。由两名医 师 共 同 评

管影为卵圆孔内副脑膜中动脉和棘孔内脑膜中动

估，记录 ,-、/0 横断面舌下神经管显示情况；测量

脉，在 ,- 上未能得到显示。

两侧纵径、内径及两侧纵径分别与矢状线为平面的
角度，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舌下神经管测
量方法如图 2）。另外，记录舌下神经及其走行区域
在 ,-、/0 横断面影像表现，进行对照研究。
!* "# 统计处理3 用 4!44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两
个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两个率比较采用 !5 检验。
" 6 +* +7 作为统计差异检验标准。

图 9# 在 (<= > :; 配准上显示圆孔
$%&’ 9# ?%+,*7%@*0%2/ 24 42-*.)/ -20,/3, 2/
:; > (<= -)&%+0-*0%2/
@：,-；G：/01；$HH<I "B =<H$J’# H<:K#?K*

图 !# 舌下神经管测量方法
$%&’ !# ()*+,-).)/0 .)0123 24 1562&72++*-5 8*/*7

图 A# 在 (<= > :; 配准上显示卵圆孔、棘孔

8：8’#9:; <= %$#$&，4：>"?:; <= %$#$&；"，#：@#9&’ <= $A"B <= %$#$&*

$%&’ A# ?%+,*7%@*0%2/ 24 42-*.)/ 2B*7) */3 42-*.)/

53 结3 3 果
9’ !# :; 下圆孔、卵圆孔及棘孔显示情况3 ,- 未显
示圆孔、卵圆孔及棘孔破坏。在 ,- 骨窗上圆孔显

+6%/2+,. 2/ :; > (<= -)&%+0-*0%2/
@：/01；G：,-；$HH<I "B =<H$J’# <L$&’，$HH<I ;’$? "B =<H$J’# BM"#<BKJ*

9’ A# :; 下舌下神经管、舌下神经显示情况3 在 ,骨窗上舌下神经管呈倒“ 八字形”，每一侧管壁为高

示为孔壁边缘为高密度骨皮质影，其内为低密度的

密度影，其内为低密度。（ 如图 E）5+ 例舌下神经管

管状结构（ 如图 5）；卵圆孔及棘孔显示为每一侧孔

在 ,- 骨窗上均为全管双侧显示，未见舌下神经及

壁边缘为高密度骨皮质影，其内为低密度的孔状结

周围静脉丛显示。软组织窗上亦未见舌下神经及周

构（ 如图 (）。) 例（(7C ）圆孔在 ,- 上为双侧显示，

围静 脉 丛 显 示。 各 项 指 标 测 量 如 下：双 侧 显 示

7 例（57C ）为单侧显示，D 例（E+C ）未见显示。全

2++C ；左管径 (* N O D* 7JJ，平均（F* 2) P 2* (）JJ、

部患者卵圆孔、棘孔在 ,- 上均为双侧显示，卵圆孔

左管长 7* D O 2+* 2JJ，平均（F* 7 P 5* +）JJ、左管倾

两侧对称者 2( 例（F7C ），不对称者 ) 例（ (7C ）。

角 EE* 5Q P +* FQ（ E5Q O 7DQ）、右管径 E* 5 O N* )JJ，

卵圆孔呈圆形 D 侧（5+C ），呈椭圆形 (5（D+C ）侧。

（7* )D P 2* 5 ）JJ、右 管 长 7* F O 2+* FJJ，
（ F* D P

棘孔两 侧 对 称 ( 例（ 27C ），两 侧 不 对 称 者 2) 例

2* N）JJ、右管倾角 EE* 7Q P 2* )Q（ E2Q O FFQ）。两侧

（D7C ）。增强 ,- 未见圆孔、卵圆孔及棘孔内血管

管径比 较 ! 6 2* 5+5，" R +* +7，两 侧 管 长 比 较 ! 6

显示。

S 2* 52F，" R +* +7，两侧管倾角比较 ! 6 +* 575，" R

9’ 9# (<= 下圆孔、卵圆孔及棘孔显示情况3 /01

+* +7。

未显示圆孔、卵圆孔及棘孔破坏。全部病例圆孔在

9’ "# (<= 下舌下神经管、舌下神经显示情况3 在

/01 各个序列上均未见显示（ 如图 5）；卵圆孔及棘

/01 上舌下神经管亦呈倒“ 八字形”，-2 >1 像管壁

孔在 -2 >1 、-5 >1 上均未见显示，在增强 -2 >1 上表
现为高信万方数据
号 血 管 影，未 见 明 显 低 信 号 骨 皮 质 边 界

为低信号，其内为中、低信号。-5 >1 像管壁为低信
号，其内为中、高信号。脂肪抑制增强 -2 >1 上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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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为低信号，其内为高信号中间混有低信号，其内高

华等［,］报道 .& 例圆孔内外口均大于管内径管性圆

信号与周围血管相连。舌下神经管解剖学研究发现

孔呈两端大中间小的哑铃形，左管长大于右管长。

舌下神经被静脉丛围绕。!"# 上低信号为舌下神经

两侧圆孔面积、长径、宽径无差异。圆孔呈圆形占

部分，高信号为周围静脉丛。（ 如图 $）舌下神经池

（$%) 1 0 $) 1）( 。卵圆形约（/’) , 0 $) /）( 、其余占

内段在 !"# 上亦可显示，但是管外段未见显示。%&

（%1) + 0 $) ’）( 。9: 研究发现其宽径和高径分别

例舌下神经管在 !"# 上均为全管双侧显示各项指

为 /) ’/ --、%) .$ --。9: 片上圆孔多为椭圆形，

标显示如下：双侧 ’&&( ；左管径 $) % * +) ,--，平均

约 +& ( ，真正呈圆形的仅占 %& ( 。本研究主要集

（.) / 0 ’) /）--、左管长 1) . * ’&) %--，平均（.) . 0

中在其显示方面而未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表明圆孔

’) +）--、左管倾角平均 $$) ’2 0 &) ,2（ $’2 * 132）右

可以在常规 9: 上很好显示，但是在 !"# 未能显示，

管径 $) + * 3) ,--，平均 1) 3 0 &) 3--、右管长 1) , *

可能由于 !"# 的骨皮质信号与周围软组织信号对

’&) 1--，平均（.) 3 0 ’) ,）-- 、右管倾角平均 $$) /2

比度不高造成的。

0 ’) ,2（ $’2 * .+2）。两侧管径比较 ! 4 ’) ’’，" 5

卵圆孔及棘孔在胚胎发育中均起源于破裂孔，

&) &1，两侧管长比较 ! 4 6 &) 3+$，" 5 &) &1，两侧管

两者是分析颅底病变时观察的重点。卵圆孔位于蝶

倾角比较 ! 4 &) 1/%，" 5 &) &1。

骨大翼的后外侧向前外倾斜的骨管，内有三叉神经
下颌支，副脑膜中动脉等通过。前外侧壁为蝶骨大
翼的后缘，后内侧为翼蝶嵴，其长轴与颅底矢状轴
成 $& * .& 度交角。棘孔位于蝶骨大翼的后外角，
卵圆孔的后外方。为脑膜中动脉进入颅内的骨管，
绝大多数在卵圆孔长轴的延长线上，紧邻蝶岩缝，
少数情况下如蝶骨大翼骨化不全时，则棘孔的内后

图 !" 在 #$% & ’( 配准上显示舌下神经管及其舌下神经
)*+, !" -*./01*203*45 46 7894+14..0:8 5;:<; 05= 7894+14..0:8
>0501 45 ’( & #$% :;+*.3:03*45

缘不完整，直接与蝶岩缝相通［+］。骆成等［3］报道
9: 上卵圆孔绝大多数呈卵圆形，占 .1( ，半月形
占 %$( ，梭形占 1( ，肾形占 /( ，窄条形占 %( ，

7：!"#；8：9:；;<<=> ?@ ABC=DE=@@;<B FG<HG，;<<=> AG;I ?@ ABC=DE=@@;<B

圆形占 ’( ，其中宽径 M / --，有 $( 的发生率。变

J;F;E)

异是卵圆孔的后内缘缺损，约 ,( ；另 ’ 种是卵圆孔

/K 讨K K 论

长轴与颅底矢状轴垂直，有 ’ 例。棘孔 9: 片上呈
椭圆形占 ,, ( ，圆形占 %& ( ，裂隙样占 / ( 。单

颅底区域解剖结构复杂，临近解剖关系的识别

侧内后缘缺损 % 例。本组 9: 资料显示卵圆孔呈圆

难度高，且随扫描角度变化较大，特别是颅底孔、裂

形 + 侧（%&( ），呈椭圆形 /%（+&( ）侧，两侧对称 /

的变化更为突出，影响诊断，一直是影像诊断难点。

例（’1( ），两侧不对称者 ’, 例（+1( ）。本文的研

圆孔、卵圆孔、棘孔是位于颅中窝的固有骨性解剖结

究目的是观测其是否可以在 !" 横断面上显示，故

构。颅中窝由蝶骨和颞骨组成，其上有许多孔与裂，

未扩大病例研究进一步分析其形状分型。鼻咽癌侵

是神经和血管的通道，由前内向后外排列有眶上裂、

犯翼腭窝时，可沿三叉神经上颌支达圆孔，导致圆

视神经管、圆孔、卵圆孔、棘孔、破裂孔等。蝶骨的卵

孔扩大和破坏。N;?FG OP 等［’&］研究报道三叉神经上

圆孔及棘孔相互比邻。卵圆孔内走行副脑膜中动脉

颌支是头颈肿瘤嗜神经侵犯的常见部位表现为三叉

及下颌神经，棘孔内走行脑膜中动脉［%］。舌下神经

神经上颌支增粗，卵圆孔扩大，三叉神经池占位，海

管及舌下神经区域原发病变较少，解剖变异大容易

绵窦侧壁膨隆和咬肌萎缩等。

误诊，其影像一直被忽视，该部位病变常需要多轴面
［/L.］

观察

，准确地显示其解剖结构及邻近关系，对颅

底病变定位和定性诊断可提供更多信息。
圆孔位于颅中窝内，外面被面颅骨遮挡。位于

9: 薄层扫描可显示所有正常圆孔、卵圆孔和棘
孔，但是在 !"# 的研究较少，易被忽略。鼻咽癌在
我国是高发肿瘤，世界上 +&( 鼻咽癌发生在我国。
鼻咽癌浸润性生长可通过颅底孔裂或骨质破坏直接

眶上裂的外下方，是蝶骨大翼基底部的连接颅中窝

侵入颅内，可见于初发病例更常见于复发病例［’’］。

和翼腭窝骨性管道，圆孔都位于蝶窦内面。圆孔内
万方数据 圆孔动脉和导静脉通过。钱亦
有三叉神经上颌支、

9A=FD 等［’%］通过 !"# 研究观察到鼻咽癌侵犯海绵
窦主要是经过卵圆孔而破裂孔是次要途径。破裂孔

,03

付杰，等 C *+ " ’() 配准对圆孔、卵圆孔、棘孔、舌下神经管及舌下神经的显示

虽然比卵圆孔更靠近中线结构，与鼻咽顶后壁紧邻，

号与周围血管相连。’() 上低信号为舌下神经部

但由于破裂孔内有软骨组织，软骨对肿瘤的阻挡作

分，高信号为周围静脉丛。

用使肿瘤不易通过该孔向颅内侵犯，而卵圆孔虽然

’() 可显示舌下神经池内段、管内段部分及周

更靠外侧，但由于鼻咽癌对咽旁间隙的广泛侵犯，再

围静脉丛。舌下神经管外段未能在 ’() 上显示；而

加上该通道没有软骨的阻挡，使之成为鼻咽癌向颅

*+ 无法显示舌下神经。解剖研究［!/］发现 03% .3&

内侵犯的主要自然通道。鼻咽癌有 ! " # 病人有颅

舌下神经池内段分成两部分在管内段合成一支，在

［!，
!$］

底骨质破坏，
!$% $ & 的病人有颅内侵犯

。徐坚

［!#］

民等

我们的对照研究中 ’() 亦未能显示舌下神经池内

报道鼻咽癌侵犯颅内途径以经破裂孔最常

段分成两部分。但是 ’() 可以很好的显示舌下神

见，其次为卵圆孔、蝶窦侧壁和中颅窝底。随着放疗

经管、舌下神经管内段及周围血管，较 *+ 有明显优

新技术的发展，靶区勾画显得十分重要，研究表明

势。鼻咽癌是一种具有沿着最小阻力和潜在孔道侵

’() 是 *+ 鼻咽癌放疗计划勾画靶区必要的补充手

犯的恶性肿瘤，如黏膜和黏膜下、筋膜、肌肉、血管和

［!,］

鼻咽癌临床肿瘤靶区（ *+-）应当

神经束。文献报道鼻咽癌可以沿舌下神经侵犯入颅

包括圆孔、卵圆孔，但是关于 ’() 圆孔、卵圆孔勾画

内。’() 具有同时显示舌下神经管及舌下神经的优

靶区的研究目前未见报道。在勾画鼻咽癌靶区时如

势，可以很好判断对仅有神经侵犯而无管壁改变的

何在 ’() 上勾画上述部位也十分重要。我们分别

病灶。

段。文献报道

在 *+ " ’() 配准和单独 ’() 上确定圆孔、卵圆孔及

解剖研究［!6］报 道 舌 下 神 经 管 形 状、分 型 与 种

棘孔，再进一步通过 ’() 对上 述 结 构 勾 画 来 判 断

族、性别无关。朱成等［$4］解剖研究发现左、右舌下

’() 的准确性。在 ’() 上卵圆孔、棘孔均是通过其

神经管内口至外口的长度，分别为（/% ,! 7 4% 4$ ）

内在的动脉增强来确认，无法观测到骨皮质，其大

88，
（ /% ,$ 7 4% 4#）88，经 ! 检验，两侧差异无显著

小、边界尚难在 ’() 上明确确定。卵圆孔、圆孔均

性（ ! 9 4% /#,6，" : 4% 4.）。舌下神经管纵径与矢状

是鼻咽 癌 *+- 所 需 要 包 括 范 围。我 们 通 过 勾 画

线夹角平均左侧为 ,,% .;，右侧为 ,#% 3;，舌下神经

’() 上鼻咽癌 *+- 再与 *+ 对比其包括范围来判断

管长平均为 /% . 88。测量舌下神经管的纵径与矢

其是否符合要求。结果表明在颅底区域可以识别卵

状线的夹角（ 左 ,,% .;，右 ,#% 3;）有助于术者在经

圆孔来帮助勾画鼻咽癌 *+-，为今后直接 ’() 勾画

枕下远外侧入路研磨时注意研磨的角度、方向和长

鼻咽癌靶区制定放疗计划提供有用依据。但是颅底

度的选择，避免在实际手术中避免损伤舌下神经。

区域变化大，该方法识别卵圆孔及棘孔还需要进一

<=>?@A B 等［$!］通过颅骨 *+ 研究发现舌下神经管长

步的训练后才能达到。另外，本研究发现正常圆孔

度平均为 0% / 88，宽度为 .% 4 88。我们的影像研

’() 上难以识别，而在 *+ 上也仅显示其中一部分。

究结果表明 *+ 上左、右舌下神经管内口至外口的

［.］

鼻咽癌舌下神经受侵犯者占 .&（$! " #/0） 。

长度，左为（3% . 7 $% 4）88 ，右为（3% / 7 !% 6）88，

#12*(+、)’(+ 放疗计划需要勾画靶区，舌下神经管

经 ! 检验，差异无显著性（ ! 9 1!% $!3，" : 4% 4.）。舌

及舌下神经区域亦需要注意（ 特别是该区域受到侵

下神经管纵径与矢状 线 夹 角 平 均 左 侧 为 ,,% $; 7

犯时），靶区勾画不足极可能导致肿瘤受量减低引

4% 3;，右侧为 ,,% .; 7 !% 0;，左管径为（3% !0 7 !% #）

［!.］

起局部未控。解剖研究

发现舌下神经管外形与

88，
右管径为（.% 0/ 7 !% $）88。’() 上左、右舌下

颅腔大小有关且舌下神经管经常分成两部分，高达

神经管内口至外口的长度，左管平均（3% 3 7 !% /）

,#& 。我们 *+、’() 并 未 发 现 此 现 象。影 像 学 研

88，右管平均（3% 6 7 !% 0）88，经 ! 检验，差异无显

［!3］

究

表明舌下神经管内段 0,& 可在 #2 相长相干

著性（ ! 9 1!% $!3，" : 4% 4.）。舌下神经管纵径与矢

序列显示，而增强磁化准备快速梯度回波成像序列

状线夹角平均左侧为 ,,% !; 7 4% 0;，右侧为 ,,% #; 7

可以 !44& 显示舌下神经管内段。解剖研究［!0］发

!% 0;，与上述文献报道基本一致。我们测量的管长

现舌下神经进入舌下神经管上内部前分为两束，在

是 *+、’() 轴面上长度，而舌下神经管为斜向外下

管内合并成一束斜行走向下外部周围被静脉丛包

走行故略小于舌下神经管解剖测量长度。尽管舌下

裹。我们研究显示在 ’() +! 5) 像舌下神经管壁为

神经管斜向外下走行，颅骨 *+ 研究发现舌下神经

低信号，其内为中、低信号。+$ 5) 像管壁为低信号，

管在横断面上显示良好。我们的结果表明 *+、’()

其内为中、高信号。脂肪抑制增强 +! 5) 上像管壁
万方数据
为低信号，
其内为高信号中间混有低信号，其内高信

可以很好的显示舌下神经管及舌下神经区域，但是
*+ 只能很好的显示舌下神经管及其管壁骨质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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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献相一致。另外，文献报道 !"# 同时有鉴别诊
断的作用，增强 !"# 可以明确病变范围与周围血管
的界限，以避免因扩大手术或放疗范围引起的更大
的损伤。
通过上述初步研究我们认为从 !"# 上也可以
识别正常卵圆孔及棘孔，但是对圆孔的识别还有很
大困难。结果表明卵圆孔作为鼻咽癌 $%& 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 !"# 上识别为今后直接在 !"# 勾画鼻
咽癌靶区制定放疗计划提供了影像解剖及靶区确定
的依据。!"# 横断面上能够同时显示舌下神经管及

/SS
RBD9Q5:8DE LD9L45IJD［ ,］+ 3%)* $%45，
)---，
%!（ S）：
0)/G0)-+
［S］* 钱亦华，郑靖中，上官丰和，等+ 圆孔的外面观察和测量及其
面积的回归方程［ ,］+ 解剖学杂志，
)--S，
%&（ 2）：
2Y-G2))+
［.］* 蔡锡类+ 圆孔、棘孔和相邻结构变异的 \ 线研究［ ,］+ 实用放
射学杂志，
)--/，
（ )3）：
S)/GS).+
［-］* 骆成，李监松，常莎，等+ 中颅窝孔道的 $% 研究及临床评价
)---，
"（ 1）：
-SG)Y)+
［ ,］+ 海南医学院学报，
［)Y］* ;D458 [,，]9D>5 #[，,85685 !<，8? DE+ =89458>9DE ?>JI9 8^?85G
64I5 ?B9I>:B ?B8 HI9DJ85 IMDE8：8MDE>D?4I5 N4?B !" 4JD:45:［ ,］+
-)*+(,(/6，
)--Y，
!’$（ )）：
02GS)+
［))］* 罗道天，黄文虎+ 鼻咽癌颅内侵犯的 !"# 诊断［ ,］+ 中国医学
)---，
"（ 3）：
..G-Y+
计算机成像杂志，

舌下神经较 $% 有明显优势。在 $%、!"# 横断面上

［)3］* $BI5: &[，[D5 C[，UBII ,]+ WD6IRBD9Q5:8DE LD9L45IJD N4?B45

判断舌下神经管首先确定枕骨大孔层面，再根据这

?9D56L9D54DE 6R98DK：$% D5K !" LBD9DL?8946?4L6［ ,］+ # 7("8&9 !:.

个层面来确定舌下神经管较为容易、快捷。熟悉该
区域的解剖及病变会改善对鼻咽癌患者治疗靶区的

:+:9 ;("(/’，
)--0，
%&（ /）：
201G20-+
［)1］* 徐坚民，钱立，王国红，等+ 从 !"# 表现探讨鼻咽癌颅底和颅
)---，
!#（ ))）：
00.G0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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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避免由于靶区勾画不足导致肿瘤受量减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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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局部未控及复发的现象。特别是鼻咽癌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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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访中出现舌下神经麻痹表现时需仔细评估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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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管及舌下神经区域影像表现以明确复发还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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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并发症。总之，在舌下神经管显示、影像诊断
应用上 !"# 较 $% 有明显优势。对有舌下神经侵犯
症状的患者我们推荐 !"# 检查更确切地评价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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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治疗计划。将来的研究应当集中在卵圆孔、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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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及舌下神经侵犯的患者中进行。进一步确定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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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鼻咽癌患者 $%& ’ (%& 勾画的意义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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