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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圆孑Ｌ锥形束ＣＴ测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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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成人正常圆孑Ｌ的解剖形态，为临床提供指导。方法：通过锥形束ＣＴ（ＣＢＣＴ）对２００个正常国人的圆

孑Ｌ解剖形态进行观测。结果：圆孑Ｌ与蝶窦的关系分为窦旁型、窦内型、部分窦内型３类。矢状面上圆孑Ｌ的走行分为
３类：①斜向前下方走行；②前后向走行，平行于横断面走行；③斜向前上方走行。（斜）横断面或横断面上圆孑Ｌ的走
行分３类：①前外到后内方走行；②由前向后互相平行走行；③前内向后外方向走行。矢状面上圆孑Ｌ前方开Ｅｌ的直径
为（３．３５＋０．６１）ｍｍ，后方开口的直径为（３．２８＋０．６０）ｍｍ，长度为（６．９１±１．５１）ｍｍ；（斜）横断面上圆孑Ｌ前方开１５１的直径为
（３．５０±０．７６）ｍｍ，后方开口的直径为（３．２５±０．４５）ｍｍ。长度为（６．８３±１．７６）ｍｍ：腭大孑Ｌ到圆孔前方开口的距离为ｆ３４．９１±
２．３１）ｍｍ。结论：ＣＢＣＴ可以精确地观测到圆孑Ｌ的解剖形态．为临床手术提供指导。

［关键词］ＣＢＣＴ；圆孑Ｌ；蝶窦；上颌神经阻滞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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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孔位于蝶骨大翼内侧根部．连接颅中窝和翼

腭窝，内含有上颌神经及圆孔动脉【ｌ－２ｌ。圆孑Ｌ与上颌神
经阻滞麻醉、三叉神经痛治疗以及蝶窦手术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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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平．等，成人网孔锥形束ＣＴ测量研究
ＹＵ Ｔｉａｎ．ｐｉｎｇ．ｅｔ ａ１．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１ ９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ａｍｅｎ Ｒｏｔｕｎｄｕｍ ｂｙ ＣＢＣＴ Ｉｎｍｇｉｎｇ ＴＰ（－ｈｎｉｑｕｅ

临床操作具有积极意义。过去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

使用ＳＰＳＳ

１

１．５统计学软件包，计算各项数据

对于该解剖结构做了广泛的研究．但是研究多是在

平均值，左右各测量项目间进行配对样本，检验，男

头颅标本及尸体标本上进行测量的，存在样本量小、

女颌骨各部测量数据经统计学方差齐性检验．男女

不直观等缺点．且干燥的头颅模型存在不清楚研究

对应数据为等方差，然后进行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

对象性别、年龄等缺点。近年来随着ＣＴ技术的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展．为圆孔的研究及测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已经有

结果

２

部分学者通过ＣＴ对于圆孑Ｌ进行了部分探索研究。
本研究利用锥形束ＣＴ（ＣＢＣＴ）对圆孔进行测量研

２．１

冠状面上圆孑Ｌ与蝶窦的位置关系可以分为窦

究．为上颌神经阻滞麻醉以及蝶窦手术等技术提供
临床指导，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１２—０５天津市口腔医院影像科部分
患者的ＣＢＣＴ资料．其中１６～３５岁男女各１００人，男

冠状面上圆孔与蝶窦的位置关系

旁型（图１Ａ）、窦内型（图１Ｂ）、部分窦内型（图ｌＣ）３
类。窦旁型指圆孔完全位于蝶窦骨性窦壁内：窦内
型指圆孑Ｌ ２／３以上位于蝶窦窦腔内：部分窦内型指
圆孔部分位于蝶窦窦腔内．但位于窦腔内的圆孔面
积小于整个圆孔面积的２／３，、各类型所占比例如表
ｌ所示．

性平均年龄２５岁，女性平均年龄２４岁。纳入标准：

①无明显上颌骨骨性畸形；②无上颌骨外伤、肿瘤及
手术史：③因下颌牙列缺损需行种植手术患者、下颌
骨骨折患者、下颌骨囊肿或肿瘤患者。
１．２

ＣＢＣＴ扫描及患者体位
ＣＢＣＴ（韩国怡友公司）检查采用锥型束投照技

～赫挚ｉ＿ｊ
瑟霉勰

ｉ暇要蓁雾瞪

图１

术扫描．投照角度为单次３６００旋转扫描。扫描条件：
ｍＡ，持续曝光２４ Ｓ，球管频率３６ ｋＨｚ，层厚

８５ ｋＶ，８
０．１－０．３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ｍｍ．影像重建时间１８０ Ｓ．探测器与Ｘ线焦

点距离７７０．０ ｍｍ。数据通过非晶硅平板探测器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ｎｏｉｄ

ｓｉｎｕｓ（ａｒｒｏｗ）
Ａ：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ｎｏｉｄ

ＳｉＩｌＵＳ：Ｂ：Ｔｏｔ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ｎｏｉｄ

ｓｉｎｕｓ

Ｃ：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ｎｏｉｄ ｓｉｎｕｓ

ｆＦＰＤ）获取，立体像素大小为２７０，最终获取颌骨的

表１

三维重建影像。获得的三维重建影像的放大比例为
１：１。患者体位：患者取坐位，两眼平视前方，不咀嚼、

圆孔与蝶窦的关系（箭头）

Ａ：窦旁型：Ｂ：窦内型；ｃ：部分窦内型

Ｔａｂｌｅ Ｉ

冠状面上圆孔与蝶窦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ｎｏｉｄ

ｓｉｎｕｓ（％）

不吞咽、不说话，且头颅的眶耳平面尽量与地面保持
平行状态．患者颏部下方有支托支撑头部以便保持
头颅位置的稳定。
１．３观测内容

２．２

（斜）横断面上圆孔的长度及其走行

通过ＣＢＣＴ内置的专用测量软件对以下内容进

（斜）横断面上圆孑Ｌ的走行分为３类：①前外到

行观测：圆孔与蝶窦的位置关系；（斜）横断面上圆孔

后内方走行（图２Ａ）．此类型最为多见。所占比例为

的长度、前后方开口的直径及圆孔的走行；矢状面上
圆孔的长度、前后方开口的直径及圆孔的走行。由于

７３．９３％；②由前向后走行（图２Ｂ），平行于矢状面，此
类型所占比例为１２．１４％：③前内向后外方向走行

在横断面上无法完整观测到圆孔的走行，故需首先

（图２Ｃ）．此类型最为少见，占１３．９３％．各类型所占

在矢状面上寻找出圆孑Ｌ．再根据矢状面上圆孑Ｌ的走

比例见表２．

行旋转ＣＢＣＴ十字交叉定位线．使定位线的横线在

（斜）横断面上圆孔的长度平均为（６．８３±１．７６）ｒａｍ

圆孔位置上并平行于圆孑Ｌ，此时再切换到横断面上

（表３），左侧大于右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女之间

即可以明确观测到（斜）横断面上圆孔的走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圆孑Ｌ前方开口处的直径为

１．４数据处理

ｆ３．５０±０．７６）ｍｍ：左侧稍大于右侧，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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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
图２

（斜ｊ横断面上圆孔的走行（箭头）

图３矢状面上圆孔的走行（箭头）

Ａ：前外方斜向后内方：Ｂ：前后向走行，平行于矢状面：Ｃ：前内方斜
向后外方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Ａ：斜向前下方走行；Ｂ：前后向走行，平行于水平面；Ｃ：斜向后下方走行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Ｆ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ａｘｉａｌ

Ａ：Ｔｒａｖ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ｏｓｔ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ｅｒｉｏ卜ｉｎｓｉｄｅ

ｔｏ

ｐｌａｎｅ（ａｒｒｏｗ）

ｂｅｈｉｎｄ—ｉｎｓｉｄｅ；Ｂ：ＦＲ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ｏ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ｌ

ｐｌａｎｅ；Ｃ：ＦＲ

ａｆｔ

ｔｏ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ａｖｅｌｓ

表４矢状面上圆孔各种走行的比例（％）

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Ｆ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ｌ ｐｌａｎｅ（％）

（斜）横断面上圆孔的走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ａｘｉａｌ ｐｔａｎｅ（％

义：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斜）横断面
上圆孔后方开口处的直径为（３．２５＿＋０．４５）ｍｍ；左侧大
于右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大于女性，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ｆ斜１横断面上圆孔前方开口直径大于
后方开口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ｔｈ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ｌ ｐｌａｎｅ（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ｎｅ；Ｃ：Ａ ｂｅｈｉｎｄ—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４

表２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ＦＲ ｉｎ

Ａ：Ａｎ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ｎ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４矢状面上腭大孔到圆孔前口的距离
矢状面上腭大孔到圆孔前口的距离（图４）为
（３４．９１±２．３１）ｍｍ，男性为（３５．７７±２．２３）ｍｍ，女性为
（３４．０５＿＋２．０７）ｍｍ，男性大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左侧为（３５．０３＿＋２．３３）ｍｍ，右侧为（３４．８±２．３０）ｍｍ，

矢状面上圆孑Ｌ的走行及长度

矢状面上圆孑Ｌ的走行分为３类：①斜向前下方

左侧大于右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走行ｆ图３Ａ）．此类型最为多见，占７３．２１％；②由后向
前平行于水平面走行（图３Ｂ），１５．３６％；③斜向前上
方走行（图３Ｃ），１１．４３％。各类型所占比例见表４。
矢状面上圆孑Ｌ的长度平均为ｆ６．９１±１．５１）ｒａｍ（表
３），左侧大于右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女性大于男
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圆孑Ｌ前方开Ｅｌ处的直径为
（３．３５＿＋０．６１）ｍｍ，左侧大于右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男性大于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矢状面上圆孑Ｌ后
方开口处的直径为ｆ３．２８＿＋０．６０）ｍｍ．左侧与右侧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大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矢状面前方开口的直径大于后方开口的直径．差

图４矢状面上圆孔前口到腭大孔的ＥＥ离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ｉ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ｐａｌａｔｉｎｅ ｆｏｒａｍｅｎ ａｎｄ ＦＲ

ｐｌａｎｅ（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

表３圆孔的长度、前方开口的直径、后方开口的直径（ｍｍ】
Ｔａｂｌ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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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平．等．成人圆７Ｌ锥形束ＣＴ测量研究
Ｙ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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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ＣＢＣ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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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开口的直径为（３．２８＋０．６０）ｍｍ。而牛娟琴等【３Ｊ通过
多层螺旋ＣＴ对于１８。６７岁患者（平均３８岁）的圆

圆孔与蝶窦关系密切．蝶窦气化较好时．圆孑Ｌ大

孔形态进行观测．发现矢状面上圆孔的长度为ｆ６．９±

部分可以突入窦腔内．蝶窦气化较差时．圆孑Ｌ可以完

１．８）ｍｍ，矢状面上圆孑Ｌ前方开Ｅｌ的直径为（２．８±

全位于蝶窦窦壁之内【３】。冠状面圆孔与蝶窦的关系分

０．６）ｍｍ，后方开口的直径为（２．７＋０．５）ｍｍ。圆孔的长

为窦旁型、部分窦内型和窦内型３类。其中窦旁型占

度与牛娟琴等相近．而圆孔前后方开口的直径相差

６０．３９％，部分窦内型占２７．５％，窦内型占１２．１４％。而

较大．考虑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为观测平面以及测量

牛娟琴等【３】通过对１００例病人进行多层螺旋ＣＴ扫

点的确定不一致所导致．

描研究表明．８１％研究对象的圆孑Ｌ位于蝶窦窦壁之

圆孔在ｆ斜）横断面上的走行分为３类：①前外到

内，１２％研究对象的圆孔轻度突人窦腔之内．而７％

后内方走行．此类型最为多见．所占比例为７３．９３％：

的圆孑Ｌ明显陷于窦腔之内。刘莎等１４１对２５个正常人

②由前向后平行于矢状面．此类型所占比例为

进行ＣＴ及ＭＲＩ扫描．结果显示过度气化的蝶窦可

１２．１４％；③前内向后外方向走行，此类型所占比例

使６４％的圆孔明显突人蝶窦窦腔之内。本研究发现

为１３．９３％。此结果与Ｋｉｍ等【２１的相似。Ｋｉｍ等［２１通过

窦旁型的比例为６０．３９％．明显小于前者的研究结

对９０例患者研究表明．大多数患者圆孔前界之间的

果．与后者相近．考虑为ＣＴ分辨率不同以及研究对

距离大于后界之间的距离．此类型占８０％：１７．５％患

象的年龄分布不同所致。对于窦旁型的患者．此类患

者圆孔前界之间的距离小于圆孔后界之间的距离：

者因蝶窦相关疾病而经鼻内窥镜行蝶窦手术过程中

２．５％的患者前后界之间的距离相等。其中前外向后

穿破圆孔管壁造成上颌神经及圆孔动脉受损的风险

内方走行的类型与Ｋｉｍ研究中“圆孔前界之间的距

较小。而窦内型及部分窦内型者，在行蝶窦手术过程

离大于后界之间的距离”的类型一致：前内向后外走

中，器械很容易穿破菲薄的圆孔管壁，损伤圆孔内走

行的类型与“圆孔前界之间的距离小于圆孔后界之

行的上颌神经及圆孔动脉等重要解剖结构．造成出

间的距离”一致：平行走行的类型与Ｋｉｍ的“前后界

血、上颌神经支配区域皮肤黏膜麻木等并发症．增加

之间距离相等”一致。

手术风险．影响患者生存质量【３Ｊ。因此，了解圆孔与蝶

在矢状面上．腭大：ｆＬ虱Ｊ圆孔前方开口处的距离

窦的解剖学变异．对于经鼻内窥镜行蝶窦手术具有

为（３４．９１±２．３１）ｍｍ。范围在２９．０～４０．５ ｍｍ之间。结

指导意义．术前行ＣＴ检查．明确蝶窦与圆孑Ｌ解剖变

果与Ｈｏｗａｒｄ．Ｓｗｉｒｚｉｎｓｋｉ等［５１学者的结果相差较大。后

异．评估手术过程中圆孔动脉及上颌神经损伤风险．

者认为．翼腭管长度平均为（２９．０＋３．０）ｒａｍ．范围在

避免出血及神经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

２２．０～４０．０

ｍｍ之间。认为二者之间差异主要是参考

以往研究表明．矢状面上圆孔的走行为后上方

点选择不同以及研究对象的年龄不同所致。本研究

斜向前下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中圆孔在矢

主要是以腭大孔下缘以及圆孑Ｌ前方开口处作为翼腭

状面上的走行分为３类：①斜向前下方，此类型最为

管长度的起止点．而后者主要是以翼管在翼腭窝的

多见，占７３．２１％；②由后向前平行于水平面走行，占

开口处及腭大孔下缘作为测量翼腭管长度的起止

１５－３６％；③斜向前上方走行，此类型最为少见，占

点：本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为１６～３５岁．而Ｈｏｗａｒｄ．

１１．４３％．后两类走行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见到报

Ｓｗｉｒｚｉｎｓｋｉ等［５１研究的对象年龄范围为１８。７３岁。腭

道。为了避免体位因素对观测结果的影响．在患者行

大孔到圆孔前方开口处的距离在经腭大孔行上颌神

ＣＴ检查时，取坐位，两眼平视前方，不咀嚼、不吞咽、

经阻滞麻醉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经腭大孔行上颌

不说话．头颅的眶耳平面尽量与地面保持平行状态．

神经阻滞麻醉对于口腔颌面外科医生来说是一门必

且患者颏部下方有支托支撑头部以便保持头颅位置

须掌握的技术．但是经腭大孔行上颌神经阻滞麻醉

的稳定．而且给患者进行ＣＴ检查的医生为同一名

有产生“血管内注射，麻醉不足，麻醉失败，颅内感

医生，各个患者在同一体位下行ＣＴ检查，可避免因

染”等１６ｌ并发症的可能性．所以必须严格控制进针的

患者之间体位不同而造成的观测误差以及医生经验

深度．避免损伤颅内重要的血管神经结构或者发生

不同而造成的误差。矢状面上圆孔的长度为（６．９１±

颅内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因此．必须准确掌握腭大孔

１．５１）ｍｍ．圆孔前方开口的直径为（３．３５±０．６１）ｍｍ，后

到圆孔的距离．从而把握注射深度．避免注射针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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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到达圆孑Ｌ位置或者超过长度．必然会造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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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国际暨全国第十二届头颈肿瘤学术大会第一轮通知

由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共
同承办的国际暨全国第十二届头颈肿瘤大会，将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１。１３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将邀请国际著名专家对头颈肿瘤防治的基础与临床最新进展作专题报告．并对口腔颌面一头颈肿瘤
科、耳鼻咽喉一头颈外科、头颈外科、放疗科、化疗科、神经外科等多学科协作模式的经验与体会进行深入探
讨。欢迎全国口腔颌面外科、头颈肿瘤、耳鼻喉、放化疗医生和从事头颈癌流行病学、诊断学、病理学和基础研
究的专家学者及青年医师届时参会。
大会联系注册方式
地址：上海市制造局路６３９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一头颈肿瘤科
邮编：２０００１１联系人：徐蔚嘉
联系邮箱：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２０１３＠１６３．ｃｏｎ

电话：００８６—２１—６３１６６７３１传真：００８６—２１—６３１６６７３１
大会网址：ｈｔｔｐ：／／ｏｍｈｎ．ｓｈｓｍｕ．ｅｄｕ．ｃｎ

投稿截止日期：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注册费用：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１日之前注册１ ０００元：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１日之后注册１ ２００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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