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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良性神经源性肿瘤１ Ｈ
王平仲余强

一８１一

ＭＲ

Ｓ的表现特点

罗济程

【摘要】目的：探讨头颈部良性神经源性肿瘤在单体素１Ｈ ＭＲｓ上的表现特点。材料和方法：共收集经单体素－Ｈ
ＭＲＳ检查，并经手术病理证实的头颈部神经源性肿瘤１４例（神经鞘瘤１１例，神经纤维瘤２例，颈动脉体瘤１
例）。采用点分析波谱法（ＰＲＥＳＳ：ＴＥ＝１４４ｍｓ，１４例）和激励回波法（ＳＴＥＡＭ：ＴＥ：３０ｍｓ，１１例）进行－Ｈ

ＭＲＳ

空问定位，以胆碱和脂质代谢物为标准评价所有肿瘤。波谱图上，胆碱和脂质分别在３．２ｐｐＩＴ／和０．９—１．４ｐｐｍ
区域识别。结果：采用ＰＲＥＳＳ后，１４例神经源性肿瘤中检测出胆碱代谢物者１ｌ例，检出脂质代谢物者６例。胆
碱和脂质代谢物同时检出者５例，仅检出胆碱者６例，仅检出脂质者１例，胆碱和脂质均未检出者２例。采用
ＳＴＥＡＭ后，１１例肿瘤中检出胆碱代谢物和脂质者分别为３例和８例。结论：头颈部良性神经源性肿瘤的单体素
１Ｈ

ＭＲＳ表现具有多样性，多数肿瘤以长ＴＥ ＰＲＥＳＳ上胆碱峰的显示为特点，长ＴＥ ＰＲＥＳＳ能较ＳＴＥＡＭ更好

地检出良性神经源性肿瘤内的胆碱代谢物。
【关键词】磁共振成像；磁共振波谱；神经源性肿瘤；头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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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无创检查人体内代谢物的方法，磁共振

程度上起着辅助诊断和评估疗效的作用。自２０世纪

波谱（ＭＲＳ）技术正日渐成熟地应用于临床，并在一定

８０年代末，已有报道将１Ｈ ＭＲＳ应用于头颈部肿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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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ｎｐｕｔ

Ｍｅｄ

Ｉｍａｇ，２００７，１３（２）

检查和诊断“］。之后，陆续有研究报道了头颈部离体良

ｃｈｏ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ＴＥＡＭ；ＴＲ／ＴＥ＝２０００／３０ｍｓ；

性肿瘤训和活体鳞状细胞癌…的单体素１ Ｈ

８次激励；１１例病灶）进行１Ｈ ＭＲＳ空间定位扫描。本

Ｍ

ＲＳ表现特

ＰＲＯＢＥ／ＳＶ

点。对头颈部而言，发生在该区域的神经源性肿瘤多为

研究接受的水线宽小于１６Ｈｚ。④经ＧＥ

少见的良性肿瘤陛病变。本文目的在于探讨头颈部良陛

软件包处理（主要包括变踪处理、相位调整、基线调整

神经源性肿瘤在１ Ｈ

和代谢物峰下面积的整合）后，自动获取１Ｈ ＭＲＳ图。

Ｍ

ＲＳ上的表现特点，探讨其在常规

影像学诊断面临困惑时所起的作用。
材料和方法

经ＰＲＯＢＥ／ＳＶ软件自动整合的代谢物有胆碱
（ｃｈｏｌｉｎｅ，Ｃｈｏ）、肌酸（ｃｒｅａｔｉｎｅ，Ｃｒ）、水（ｗａｔｅｒ）、肌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ｍＩ）和Ｎ一乙酰天门冬胺酸（Ｎ—ａｃｅｔｙｌ—ａｓ，
共收集经磁共振成像（ＭＲＩ）和单体素１Ｈ

ＭＲＳ

ｐａｒｔａｔｅ，ＮＡＡ）。

检查，并为手术病理检查证实的头颈部良性神经源性

本研究以代谢物Ｃｈｏ（３．２ｐｐｍ）和脂质（１ｉｐｉｄ，

肿瘤１４例。男性３例，女性１１例；年龄范围：１６—５０

ＬｉＤ，０．９—１．４ｐｐｍ）波峰的出现与否为评价标准。对

岁；平均年龄３１．４岁。病理结果显示，１４例头颈部神

Ｌｉｐ（未被ＰＲＯＢＥ／ＳＶ软件自动识别）的确认分别由３

经源性肿瘤中包括神经鞘瘤１１例（舌２例；咽旁间隙

位放射科医师进行独立判别，多数意见达成一致者列

６例；颈动脉间隙２例；咬肌间隙１例），神经纤维瘤２

入结果。此外，本研究还以水为内参照，计算各病灶内

例（眼眶１例；下颌下腺１例），颈动脉体瘤１例（颈动

胆碱／水（Ｃｈｏ／ｗａｔｅｒ）比值，并用非参数统计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脉间隙）。

秩和检验比较其在ＰＲＥＳＳ和ＳＴＥＡＭ之间的差异。

检查所用ＭＲ为ＧＥ

ＳＩＧＮＡ

ＴＷＩＮＳＰＥ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结果

１．５Ｔ扫描仪。所用表面线圈为标准正交头线圈或８通
道头颈联合线圈。检查步骤包括常规Ｍ ＲＩ检查和单

在长ＴＥ（１４４ｍｓ）ＰＲＥＳＳ序列上，１４例神经源性

体素１Ｈ ＭＲＳ检查。常规ＭＲＩ检查采用快速自旋回

肿瘤中显示有Ｃｈｏ波峰者１１例，显示有Ｌｉｐ波峰者６

波（ｆａｓｔ

ｅｃｈｏ，ＦＳＥ）序列，包括横断位Ｔ。、Ｔ：加权

例。１４例肿瘤中，Ｃｈｏ和ＬｉＤ峰均显示者５例（３例神

像和冠状位Ｔ：加权像。Ｔ。加权像扫描参数为：ＴＲ／

经鞘瘤和２例神经纤维瘤；图ｌ，２）；仅有Ｃｈｏ峰显示

ＴＥ：６００／１ｌｍｓ，３次激励，３个回波链，视野２４ｃｍ，带

者６例（５例神经鞘瘤和１例颈动脉体瘤；图３）；仅有

宽３１。２５Ｈｚ，矩阵２５６×１９２，层厚５ｒａｍ，间隔ｌｍｍ。Ｔ２

Ｌｉｐ峰者１例（神经鞘瘤）；Ｃｈｏ和Ｌｉｐ峰均未显示者２

加权像扫描参数：ＴＲ／ＴＥ：４７００／８５ｍｓ（横断位），ＴＲ／

例（均为神经鞘瘤）。

ｓｐｉｎ

ＴＥ：３２００／ｌＯＯｍｓ（冠状位），３次激励，１５个回波链，视

在短ＴＥ（３５ｍｓ）ＳＴＥＡＭ序列上，１１例神经源性

野２４ｃｍ（横断位）和２０ｃｍ（冠状位），带宽１９．２３Ｈｚ（横

肿瘤中显示有Ｃｈｏ波峰者３例，显示有ＬｉＤ波峰者８

断位）和２５Ｈｚ（冠状位），矩阵２５６×１９２（横断位）和

例。１１例肿瘤中，Ｃｈｏ和ＬｉＤ峰均显示者３例（均为神

３２０×１６０（冠状位），层厚５ｍｍ，间隔ｌｍｍ。

经鞘瘤；图１，３）；仅有Ｌｉｐ峰者５例（４例神经鞘瘤和

单体素１Ｈ ＭＲＳ检查步骤为：①行１Ｈ ＭＲＳ定位

１例神经纤维瘤；图２）；Ｃｈｏ和ＬｉＤ峰均未显示者３例

扫描，即以单或多通道头表面线圈行自旋回波序列

（均为神经鞘瘤）；未见有Ｃｈｏ峰单独显示者。３例在

Ｔ。ｗ或Ｔ２ｗ横断面扫描。Ｔ。Ｗ：ＴＲ／ＴＥ＝４６０／７．９ｍｓ；

ＳＴＥＡＭ序列上显示有Ｃｈｏ波峰的神经鞘瘤均在

Ｔ２Ｗ：ＴＲ／ＴＥ＝４７００／８５ｍｓ。矩阵：２５６×１９２，３次激

ＰＲＥＳＳ序列上也显示有Ｃｈｏ存在。同样，６例在

２４ｃｍ。②

ＰＲＥＳＳ上显示有ＬｉＤ的神经源性肿瘤也均在

励；层厚５ｍｍ，层距０ｍｍ，扫描视野２４ｃｍ

Ｘ

根据病变位置和大小设置感兴趣体积（ｖｏ］ｕｍｅ

ｏｆ ｉｎ．

ＳＴＥＡＭ上显示有ＬｉＤ存在。

ｔｅｒｅｓｔ，ＶＯＩ），并对ＶＯＩ进行预扫描（包括传递接受增

在长ＴＥ（１４４ｍｓ）ＰＲＥＳＳ序列上，１４例神经源性

益、水中心频率调整、ＶＯＩ匀场和水抑制）。本组病变

肿瘤中，获得Ｃｈｏ／ｗａｔｅｒ比值者７例，其平均值±标

ｖ０Ｉ的平均大小为１２．１８ｃｍ３（６．４９—３５．０２ｃｍ３）。在同

准差：８．８１

一病变中，ＶＯＩ的大小和位置在ＰＲＥＳＳ和ＳＴＥ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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