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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中颅窝区脑外肿瘤的ＭＲｊ表现
段刚

彭旭红

【摘要】

方法经手术病

目的探讨中颅窝区脑外肿瘤的ＭＲＩ特点，提高其诊断准确率。

理证实的３ｌ例中颅窝区脑外肿瘤（包括三叉神经鞘瘤１３例，脑膜瘤６例，蛛网膜囊肿３例，皮样囊
肿３例，骨母细胞瘤２例，脊索瘤２例，表皮样囊肿２例）均行ＭＲ平扫及增强扫描检查，并对其影
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不同的中颅窝区脑外肿瘤各具不同ＭＲ特征：（１）三叉神经鞘瘤

ＭＲ］ＴＩＷＩ像多呈等或低混杂信号。Ｔ２ＷＩ像呈高或低混杂信号．本组１３例三叉神经鞘瘤增强后有
９例可见“包壳征”；（２）脑膜瘤多表现为等或稍低Ｔ１、等或低或高Ｔ２信号，增强后呈中度较均匀强
化；（３）骨母细胞瘤可见“骨包壳”，脊索瘤骑跨中、后颅窝生长，其一侧与斜坡紧密相连；（４）蛛网膜囊
肿与表皮样囊肿均呈长Ｔｌ、长Ｔ２囊状信号．增强后无强化或囊壁轻微强化；蛛网膜囊肿多呈膨胀
生长，而表皮样囊肿多有“见缝就钻”的特点；（５）皮样囊肿均呈短Ｔｌ、长Ｔ２囊状信号，脂肪抑制序列
扫描呈低信号，可出现“爆米花”样改变。

结论中颅窝区脑外肿瘤均有比较特征性的ＭＲ］表

现．密切结合ｌ临床可进一步提高其术前诊断的正确率。
【关键词】中颅窝；三叉神经鞘瘤；脑膜瘤；骨母细胞瘤；蛛网膜囊肿；表皮样囊肿；
皮样囊肿：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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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颅窝区脑外肿瘤种类繁多，极具鉴别价值。

·７０９·

５例．不规则形７例。肿瘤最大者８．５ ｃｍ
ｃｒｎｘ２．２ ｃｍｘｌ．３

ｘ６．２ ｃｍ×

本研究收集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神经外科自

４．９

ｃｍ。最小者２．３

１９９８至２００７年收治的３ｌ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中

４．８

ｃｍ。其中三叉神经鞘瘤大小为２。３ ｃｍｘ２．２ ｅｒａ×

颅窝区脑外肿瘤患者的影像学及临床资料，现报告

１．３ ｃｍ一８．５ ｃｍｘ６．２ ｃｍｘ４．９

如下。

ｃｍｘ４．５ ｅｒａ－－６．１ ｃｍｘ５．２ ｃｍｘ８．８ ｃｍ．骨母细胞瘤为
２．０ ｃｍｘ３．２

资料与方法

ｃｍ。平均长径为

ｃｍ．脑膜瘤为３．０ ｃｍｘ２．２

ｃｍｘ２．５伽￣５．０ ｃｍｘ５．０ ｃｒｕｘ３．１

ｃｍ，脊索

瘤为３．４ ｃｍｘ２．５ ｃｒｕｘ４．４ ｅｒａ－－６．７ ｃｍｘ３．１ ｃｍｘ４．２ ｃｍ．

一、临床资料

表皮样囊肿为３．６ ｅｍｘ４．２ ｃｍｘ４．９ ｃＩＩ卜４．１ ｃｍｘ５．５

病例选择标准：（１）病变主体（＞７５％）位于中颅

ｃｍｘ６．３ ｃｍ。蛛网膜囊肿为４．１ ｃｍｘ４．１ ｃｍｘ４．９ ｃｍ￣

窝；（２）脑内肿瘤除外。本组３ｌ例中颅窝区脑外肿瘤

６．２ ｃｍ×６．５ ｃｍｘ５．１

ｃｍ．皮样囊肿为２．４ ｃｒｕｘ２。５ ｃｍ×

患者均经手术病理证实。其中男１７例，女１４例；年

１．７ ｃｍ一一３．７ ｃｍｘ２．９ ｃｍｘ３．１

龄最小者７岁，最大者６４岁，平均４１．４岁；包括三

３例边界不清。

叉神经鞘瘤１３例（男７例，女６例；年龄最小者２３

ｃｍ。２８例肿瘤边界清楚，

三、肿瘤本身信号特点

岁，最大者６３岁，平均４７．３岁），脑膜瘤６例（男５

（１）－－－叉神经鞘瘤（１３例）：１２例出现大片状囊

例，女ｌ例；年龄最小者１５岁，最大者５９岁，平均

变、坏死，有７例可见明确岩尖部或颅底骨质破坏，３

４０．８岁），蛛网膜囊肿３例（男ｌ例，女２例；年龄最

例可见出血；ＭＲＩ平扫示Ｔｌ、Ⅵ以等或低信号为主。

小者７岁，最大者４５岁，平均２８．３岁），皮样囊肿３

Ｔ２ＷＩ以高、低混杂信号为主（图１）；Ｇｄ－ＤＴＰＡ增强

例（男ｌ例，女２例；年龄最小者２ｌ岁，最大者６ｌ

扫描后９例出现“包壳征”。即肿瘤表面“蛋壳样”不

岁，平均４４．７岁），骨母细胞瘤２例（男２例；年龄最

连续的异常强化影。部分肿瘤其内侧缘可见“线样”

小者３６岁，最大者６４岁，平均５０．ｏ岁），脊索瘤２

低信号（图２）。（２）脑膜瘤（６例）：５例肿瘤分化较好，

例（女２例；年龄最小者３１岁，最大者３９岁，平均

ＴＭ呈等或稍低信号，Ｔ２ＷＩ呈等或高或低信号。

３５岁），表皮样囊肿２例（男ｌ例，女１例；年龄最小

增强扫描呈中度较均匀强化（图３）；１例肿瘤分化较

者４３岁，最大者５６岁，平均４９．５岁）。ｌｌ缶床表现：主

差，Ｔ１ＷＩ呈混杂低信号，Ｔ２ＷＩ呈混杂高信号，增强

要为脑神经占位所致症状，如头痛、走路不稳、耳鸣、

扫描呈不均匀强化；１例肿瘤骑跨中、后颅窝（图４）。

听力下降、面部麻木等。其中１３例三叉神经鞘瘤有

（３）骨母细胞瘤（２例）：均可见“骨包壳”，呈长Ｔｌ、短

ｌＯ例表现为三叉神经功能异常。

Ｔ２信号，与周围分界清楚（图５），其中１例呈混杂长

二、影像学检查

Ｔｌ、长Ｔ２信号，１例呈等Ｔ１、稍长Ｔ２信号。增强扫

ＭＲ扫描机采用德国Ｓｉｅｍｅｎｓ公司Ｖｉｓｉｏｎ

Ｐｌｕｓ

描呈不同程度强化。（４）脊索瘤（２例）：均骑跨中、后

１．５Ｔ高场超导型磁共振扫描仪，扫描序列用ＳＥ序

颅窝，其一侧与斜坡紧密相连（图６），呈混杂长Ｔｌ、

列、梯度回波、水抑制等。成像参数Ｔ１ＷＩ：ＴＲ

５４０

长Ｔ２信号，增强扫描呈明显强化。（５）蛛网膜囊肿（３

ｍｓ、ＴＥ ２４ ｍｓ；Ｔ２ＷＩ：ＴＲ ２２００ ｍｓ、ＴＥ ８５ ｍｓ或ＴＲ

例）和表皮样囊肿（２例）：均呈单发囊状，呈液性长

５０００ ｍｓ、ＴＥ １２８

ｍｓ，矩阵１８４ｘ２５６。３ｌ例均行ＭＲ．

Ｔ１、长Ｔ２信号，增强后无强化或囊壁轻微强化；表

平扫及Ｇｄ．ＤＴＰＡ增强扫描。增强扫描剂量为０．１

皮样囊肿均表现为“见缝就钻”的特点（图７），而蛛网

ｍｍｏｌ／ｋｇ体质量，流率２ ｍＬ／ｓ，注药后即行常规矢状

膜囊肿均呈膨胀生长（图８）。（６）皮样囊肿（３例）：均

位、冠状位、轴状位检查。

呈短Ｔｌ、长Ｔ２囊状信号，脂肪抑制序列Ｔｌ、Ⅵ像呈

结

果

一、发生部位

低信号，２例于周围脑沟、脑池中出现多个大小不一
的小圆形高信号，呈“爆米花”样（图９）。
四、肿瘤周围情况

１３例三叉神经鞘瘤均位于三叉神经走行区：２

７例三叉神经鞘瘤、２例脑膜瘤瘤周脑实质内见

例脑膜瘤跨前、中颅窝生长，３例位于中颅窝内．１例

轻度脑水肿，７例三叉神经鞘瘤、２例骨母细胞瘤、２

骑跨中、后颅窝生长；２例脊索瘤一侧均与斜坡紧密

例脊索瘤可见局部骨质破坏、吸收。

相连；３例皮样囊肿均位于鞍旁；蛛网膜囊肿３例、
骨母细胞瘤２例及表皮样囊肿２例位于中颅窝内。
二、肿瘤形态、大小及边界
肿瘤呈圆形或类圆形者１９例，呈多发分叶状者

万方数据

讨

论

中颅窝区脑外肿瘤来源复杂，可源于软组织结
构（如三叉神经瘤、脑膜瘤等），也可来源于骨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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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ｌ

三叉神经鞘瘤１＂２、Ⅵ像示混杂高信号

Ｊ Ｎｅｕｒｏｍｅｄ，Ｊｕｌ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８，Ｎｏ．７

圈２三叉神经鞘瘤增强扫描示瘤体呈不均匀强化．箭头所示为。包壳征”图３

脑膜瘤增强扫描示瘤体均匀强化，边缘无。包壳征”

围４脑膜瘤增强扫描示肿瘤骑跨中后颅窝

图５骨母细胞瘤ＭＲＩ扫

描呈长Ｔ１、短Ｔ２信号，与周围分界清楚，箭头示“骨包壳”．增强扫描示肿瘤中等度较均匀强化固６脊索瘤增强扫描示肿
瘤骑跨中、后颅窝，内侧缘与斜坡紧密相连圈７表皮样囊肿增强扫描示肿瘤无明显强化．有“见缝就钻”的特点田８蛛
网膜囊肿Ｔ２ＷＩ像示瘤内明亮高信号，呈膨胀性生长圈９皮样囊肿ＴｉＷｌ像示肿瘤混杂信号。边缘脑沟及脑池内可见“爆
米花”样点状高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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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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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骨母细胞瘤、脊索瘤等）。（１）三叉神经瘤是中颅窝

或骨膜板反应为其特征性表现。（４）脊索瘤起源于残

区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川．可来源于三叉神经鞘膜细

余脊索组织，绝大多数见于斜坡，常累及鞍区、鞍旁

胞，也可来源于神经纤维．以前者多见。本组１３例

及蝶窦。本组２例均有一侧与斜坡紧密相连。（５）蛛

均为三叉神经鞘瘤。三叉神经瘤包括中颅窝型及部

网膜囊肿即蛛网膜包裹脑脊液形成的囊袋样结构．

分主体位于中颅窝的双颅窝型．其特点是：多见于

多呈膨胀性生长。（６）表皮样囊肿即颅内胆脂瘤，是

青壮年，发病缓慢，病程较长。临床多以三叉神经损

神经管闭合期间外胚层细胞移行异常所致．衬以鳞

害症状而就诊。本组１３例中有１０例表现为三叉神

状上皮，内含角蛋白和胆固醇。（７）皮样囊肿即囊性

经功能异常。（２）脑膜瘤源于中颅窝区的蛛网膜颗

畸胎瘤，内富含脂质。可破裂后向周围脑沟、脑池中

粒．本组６例均与中颅窝紧密相连。（３）骨母细胞瘤

扩散。

源于骨组织．多见于脊柱附件，颅内者少见闭。其肿

中颅窝区脑外肿瘤多具有特征性的ＭⅪ表现。

瘤可分为良恶性，良性多见，恶性者可有软组织肿

（１）三叉神经鞘瘤特点为：肿瘤多沿三叉神经径路生

块。良性者组织学特点为：骨母细胞丰富；骨性分隔

长；三叉神经根部可增粗，与肿瘤主体相延续，是诊

呈条索样分布：间质血管丰富。肿瘤周围壳样钙化

断三叉神经鞘瘤的可靠征象；常伴有岩骨、颅底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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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和破坏。本组１３例均未见明确的三叉神经根

低信号，本组２例出现“爆米花”样改变。

部增粗现象，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肿瘤太大。掩盖了

中颅窝区脑外肿瘤其他表现：（１）瘤周水肿：中

这一征象，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病例数偏少。１３例三

颅窝区脑外肿瘤一般无瘤周水肿．只有当肿瘤体积

叉神经鞘瘤中有７例可见明确岩尖部或颅底骨质

相当大时。才会对周围脑组织产生压迫。导致局部脑

破坏，增强扫描后有９例出现“包壳征”，其原因尚

组织缺血或静脉回流障碍形成水肿。本组３ｌ例中仅

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国内外的既往文献报道多

有９例瘤周轻度水肿。（２）肿瘤的发生部位、发生年

强调三叉神经鞘瘤跨中、后颅窝生长嗍，并将此征

龄、性别等特点：一般认为脑膜瘤好发于成年女性，

象作为与脑膜瘤鉴别之要点。但本组１３例均未见

但本组８３．３３％（５／６）患者发生于成年男性．与之不

此征象，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病例数太少，另一方面

符。另本组中有１例脑膜瘤呈跨中、后颅窝生长。

也说明“跨颅窝生长”这一征象在诊断三叉神经鞘

总之．中颅窝区脑外肿瘤虽然种类繁多。但均有

瘤的特异性方面并没有像过往文献上强调的那么

比较特征性的ＭＲＩ表现。密切结合临床可进一步提

高。反而是本研究中大量出现的“包壳征”可认为是

高其术前诊断的正确率。

诊断三叉神经鞘瘤的特异性表现。（２）脑膜瘤特点

参考文献

为：肿瘤多为类圆形，一侧紧贴中颅窝，可有硬化
缘，但肿瘤不会突破中颅窝向下生长。本组６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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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又添新成员

——《中国临床营养》更名为《中华临床营养杂志》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临床营养杂志》于２００９年３月正式成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之一，并更名为《中华Ｉ临床
营养杂志》（ＣＮ １１．５８２２／Ｒ）。

《中国临床营养杂志）１９９３年创刊，是我国临床营养领域的专业学术杂志，为中国科技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
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期刊。并被美国化学文摘（ＣＡ）、美国《剑桥科学
文摘（自然科学）》（ＣＳＡＮａｔＳｃｉ）、荷兰医学文摘（ＥＭ）数据库等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
《中华临床营养杂志》除了继续报道肠外肠内营养的基础和临床等研究成果外，将进一步扩大征稿范围，包括各学科相关
的ｆ临床研究工作及各类基础研究成果等；栏目设有述评、指南、论著、综述、基础研究、病例报告和工作进展等。同时该刊将使用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稿件远程管理系统，实现在线投稿、审稿、稿件查询及绩效评价等网络化管理；此外。该刊还将自行创建免费
期刊全文发布平台，以更好地为读者和作者服务。欢迎与该刊报道范围相关的基础、临床、流行病、营养、药学、护理等工作者踊
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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