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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头颈部放射学》

翼腭窝神经鞘瘤的ＣＴ和ＭＲＩ诊断
杨本涛，王振常‘，鲜军舫，刘

【摘要】

莎，张征宇，兰宝森

目的分析翼腭窝神经鞘瘤的ｃＴ和ＭＲ／表现。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２例经组织学证实的翼腭

窝神经鞘瘤的影像学资料。结果１２例神经鞘瘤均为单侧发病，病变以荚腭窝为中心生长并向其通道及周围间
隙蔓延，边界清楚，呈卵圆形８例，梭形４例。ＣＴ表现：翼腭窝扩人，相应骨质受压变薄、移位及吸收；平扫显示１０
例病变密度均匀，另２例病变内可见低密度区，５例行ｃＴ增强扫描，其中３例病变显示不均匀强化。ＭＲＩ表现：与
脑实质比较，Ｔ。ＷＩ均呈等信号；Ｔ：ＷＩ呈等信号９例，高信号３例，ｌｏ例病灶内可见点、片状高信号，其中５例并可见
结节状高信号；增强后不均匀强化，Ｔ：ｗＩ上所见的高信号区均未见明显强化，其他区域中度或显著强化。结
论根据典型的骨质及信号改变，可提示本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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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鼻内镜翼腭窝区病变手术的开展，术前直
观显示并准确分析该区病变对手术适应证的选择尤

１资料与方法

为重要，而影像学检查在此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搜集１９９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４月间经手术证实

用¨，２］。目前，国内外有关翼腭窝原发病变的影像

的１２例翼腭窝神经鞘瘤患者资料（患者及家族均

学报道较少，为此，笔者总结经组织学证实的１２例

无神经纤维瘤病病史），其中男８例，女４例，年龄

翼腭窝原发神经鞘瘤的影像学表现，旨在提高对该

１６～６８岁，平均４０岁。主要临床表现包括：面颊部

病影像学的认识，同时也为临床制定治疗方案和评

肿大及眼球突出８例，面部麻木６例，鼻出血和鼻塞

估预后提供更准确、可靠的依据。

５例，复视２例。１２例均经ＣＴ平扫，其中５例同时
行增强扫描。

作者单位：１００７３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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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使用ＧＥ

Ｓｙｔｅｃ ｄ０００ｉ、Ｓｉｅｍｅｎｓ Ｓｏｍａｔｏｍ Ｐｌｕｓ

ＧＥ Ｌｉｇｈｔ Ｓｐｅｅｄ １６

４及

ＣＴ扫描仪，矩阵５１２ Ｘ５１２，扫描

或重组层厚、层距均为２ ｌｎｌｎ，窗位４０
窗宽４００

ＨＵ、４０００

ＨＵ、７００ ＨＵ，

ＨＵ；ＣＴ增强对比剂使用优维显

Ｂ细胞区；增强后不均匀强化，Ｔ：Ⅵ上所见的高信
号区均未见明显强化，其他区域中度或显著强化

（３００ ｍｇＩ／ｍ１）。１２例并行ＭＲＩ平扫和增强扫描。
使用Ｔｏｓｈｉｂａ Ｆｌｅｘａｒｔ ０．５Ｔ和ＧＥ Ｓｉｇｎａ Ｅｘｃｉｔｅ １．５ Ｔ

（图７、８）。

ＭＲ扫描仪。扫描参数：激励２—４次，矩阵２５６×

压迫上颌窦后壁；６例通过蝶腭孔进入鼻腔、鼻咽

２５６和２８８×２２４；ＳＥ或ＦＳＥ序列，Ｔ１ＷＩ：ＴＲ

３７５—

部；６例通过眶下裂进入眼眶，４例通过圆孔突人颅

６００ ｍｓ，ＴＥ １０～２０ ｍｓ；Ｔ２ＷＩ：ＴＲ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ｍＳ．

内（图７），ｌ例沿翼腭管、腭大管蔓延（图９），１例沿

ＴＥ

１２０—１３０眦。ＭＲＩ增强对比剂使用马根维显或

１２例通过翼上颌裂突入颗下窝，向前不同程度

翼管蔓延。

磁显葡胺０．１ ｍｍｏｌ／ｋｇ体重。此外，６例行增强前
短时Ｔ。翻转恢复
（ＳＴＩＲ）序列，１０例行增
强后梯度回波化学位移
序列，其中３例包括以
上两种序列。

１２例均为单侧发
病，其中左侧８例，右侧
４例；病变以翼腭窝为
中心生长并向其通道及
周围间隙不同程度蔓
延。病变边界均清楚，
呈卵圆形８例，梭形４
例。
ＣＴ表现：翼腭窝不
同程度扩大，周边骨质
受压变薄、移位（图１、
２），其中６例伴局部骨
质吸收（图２）。平扫显
示病变密度均匀１０例
（图２），２例病变内见
低密度区，增强后３例
病变显示不均匀强化。
ＭＲＩ表现：与脑实质

鼍掣ｃ粤４，：高信号３交三篙燃篙慧器差主蔫篙嚣鬻霉嚣警黜嚣凳
比较，Ｔ。ＷＩ呈等信号

（图３）；Ｔ２聊呈等信号突人颞下窝，向前突人上颌窦圈２＿４同一患者。图２：为ｃＴ横断面软组织窗，右侧翼璺窝矍显扩大，苎
例（图５），但不均匀，

ＭＲ横断面Ｔ２阳，病变呈不均匀等信号，内可见大小不一的点、片状高信号圈５与图ｌ同一患者。ＭＲ

１０例病变内部可见数断面Ｔ２聊。左侧翼腭窝病变呈不均匀高信号圈６、７同一患者。图６：为ＭＲ横断面Ｔ２研。左侧翼腭窝病
量不一、散在分布点、变呈不均匀等信号，内可见片状及结节状高信号，向前明显突入上颌窦，向外经翼上颌裂突入颓下窝，向内经
片状高信号（图４），其蝶腭孔突入鼻腔；图７：为矢状面ＭＲ增强ＴｌⅥ，病变呈梭形，不均匀强化，内可见片状及结节状未强化区，对
中５例并伴有结节状应Ｔ２期高信号区，病变经圆孔突人颅内圈８与图２．４同一患者。矢状面ＭＲ增强Ｔ。ＷＩ，病变明显强
高信号（图６＞，手术证化，但不均匀，内可见点、片状未强化区，与Ｔ２ＷＩ高信号区相对应圈９ ＭＲ矢状面Ｔｌ聊，翼腭窝可见梭形
实为囊变坏死、Ａｎｔｏｎｉ软组织肿块影，呈均匀等信号，边界清楚，沿翼腭管及腭大管向口腔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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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２·

３．２翼腭窝神经鞘瘤影像学检查方法的评价
３讨论

ｘ线平片及多轨迹体层摄影难以显示翼腭窝解

翼腭窝位置深在，是一不规则的狭窄裂隙，由蝶

剖结构，目前临床上基本不再使用。

骨体、蝶骨翼突、腭骨垂直板、上颌窦后壁及颞下窝

常规ｃＴ由于扫描层厚较厚，骨质边缘显示不

围成。翼腭窝经圆孔、眶下裂、蝶腭孑Ｌ、翼腭管、腭大

锐利，无法准确评估骨质的改变，不利于病变的定

孔及腭小孔、腭鞘管、翼管、翼上颌裂８个自然通道

性；ＨＲＣＴ能清晰显示翼腭窝的骨性结构及其邻近

分别与颅中窝、眼眶、鼻腔、口腔、咽部、破裂孔及颗

的通道，可早期发现骨质的异常，根据骨质的改变，

下窝相通，这些裂或孔是病变扩散的潜在通路。翼

一般能够判断病变的良、恶性，但对于进一步判断病

腭窝内有上颌动脉的终末支及其伴随静脉、上颌神

变的组织学类型及显示病变的范围仍存在一定限

经和蝶腭神经节，所有这些结构由疏松结缔组织和

度。笔者认为翼腭窝ＣＴ检查应采用ＨＲＣＴ扫描技

大量脂肪包围旧Ｊ。

术，常规包括横断面和冠状面，层厚、层距以１

ｍｍ

翼腭窝的原发肿瘤少见，主要包括纤维血管瘤、

或２ ｍｌｎ为宜，骨算法重组，必要时补充软组织算法

神经源性肿瘤（多数为神经鞘瘤）Ｈ’５】，其他如转移

重组。如需进一步观察翼腭窝及其他通道的关系，

瘤、腺样囊性癌、横纹肌肉瘤、多形性腺瘤、血管外皮

可直接矢状面扫描或重组【３，１０］。近年随着多层螺旋

细胞瘤、血管内皮瘤、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等仅见个

ｃＴ的应用，选择合适的扫描及重组参数，仅通过１

案报道［６．７］，并且这些病变也缺乏典型的影像学表

次横断面扫描，其多平面重组（ＭＰＲ）图像能达到各

现，术前较难作出诊断。

向同性，即可通过任意角度、任意方位对所显示的结

翼腭窝神经鞘瘤起源于蝶腭神经节或上颌神经
的雪旺细胞，绝大多数患者单侧发病，双侧发病均伴

构进行观察，因此目前多层螺旋ＣＴ是显示翼腭窝
及其通道较好的一种影像学检查方法。

发神经纤维瘤病，多见于３０—４０岁患者，男性较女

ＭＲＩ软组织分辨率高，可更准确反映病变内部

性常见，病变生长缓慢，早期症状不明显，直到长大

的特性和显示病变的范围，是分析翼腭窝软组织病

出现相应的压迫症状时才就诊。

变必不可少的影像学检查方法。ＭＲＩ除常规平扫和

３．１

增强扫描外，还应包括增强前和／或后的脂肪抑制序

翼腭窝神经鞘瘤的影像学表现
翼腭窝神经鞘瘤相对少见，１ｗａｉ等¨１复习文献，

列，以便能更清晰、准确地显示病变沿翼腭窝及其通

仅发现４例，本组见１２例，目前为国内外所报道的

道蔓延的范围。但ＭＲＩ难以准确显示该区骨质的

最大组病例。ＣＴ表现：翼腭窝均有不同程度扩大，

改变，不利于病变的定性和发现骨性结构的变异。

周边骨质受压变薄、局部吸收，病灶常压迫邻近结

因此，结合ＣＴ所见的骨质改变，ＭＲＩ可进一步提高

构；病灶边界清楚，多为卵圆形或梭形；平扫病灶密

其判断病变组织学类型的准确性，同时为鼻内镜手

度较均匀，一般无钙化，增强后多数不均匀强化；病

术切除病变提高安全性。

灶沿其通道向周围间隙生长，易通过翼上颌裂突入

３．３翼腭窝病变的鉴别诊断

颞下窝，也可通过蝶腭孔进入鼻腔、鼻咽，较大的病

首先判断该区肿瘤是继发性还是原发性。继发

灶常通过眶下裂进入眼眶，通过圆孔突入颅内。

性肿瘤主要源于上领窦或鼻咽恶性肿瘤，直接侵犯

ＭＲＩ表现：与脑实质比较，Ｔ。ＷＩ多呈等信号，Ｔ２阢
呈不均匀等或高信号，往往不均匀强化。在Ｔ２阳

或通过翼腭窝的通道蔓延而来，多数与原发病变相

上，较大的病灶内通常见到斑片或结节状近似水样

则，相邻骨质多为侵蚀性破坏。原发性肿瘤以翼腭

高信号，尤其后者更具特点，通常提示肿瘤内有坏死

窝为中心生长，通常造成翼腭窝轮廓扩大，病变并可

Ｂ

沿其通道蔓延，良性肿瘤造成的骨质改变多为受压

及囊变区或排列疏松的黏液样基质区（Ａｎｔｏｎｉ

区），增强后无明显强化［９】，此征象为该病的特征性

连，翼腭窝的轮廓多无扩大，其内病灶的形态也不规

变薄及局部吸收，恶性则多为骨质破坏。

表现，以Ｔ：ＷＩ及增强后Ｔ，Ｗ显示最敏感，本组有９

确定为翼腭窝的原发良性肿瘤后，还应进一步

例（７５％）显示该征象。此外，极少数神经鞘肿瘤呈

推断病变的组织学类型。纤维血管瘤多见于青少

囊性，增强后仅见囊壁强化，其余部分无明显变

年，绝大多数为男性，有反复鼻出血病史，沿翼腭窝

化一１，但本组并未发现类似病例。ＣＴ（即使增强扫

及其周围间隙呈侵袭性生长，ＣＴ显示骨质受压、破

描）有时也难以显示其特征性表现，而Ｍｉｌｌ则易提

坏，ＭＲＩ发现病变中多发流空信号，ＤＳＡ可进一步

示本病的诊断。

证实；神经鞘瘤多见于中年人，多数病变有较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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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和信号改变；与神经鞘瘤比较，神经纤维瘤更少
６

见，其ＣＴ、ＭＲＩ表现与神经鞘瘤相似，有时鉴别较困

ｈｔ 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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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病例报告嗲
椎管内畸胎瘤ＭＲＩ诊断一例
梁德壬

患者

男，２７

岁。因无明显诱因
下腰骶部胀痛，可
牵涉至两髋部，行
走及坐立时加重，
疼痛剧烈时行走受
限，须服止痛药才
能缓解，停药后反
复疼痛，经久不愈
及行走困难就诊。
体检：脊柱呈生理
弯曲，ｋ以下椎体

图１、２分别为ｒＪｌ Ｗｌ和７ｒ２ｗｌ，尔肿块呈混杂佶号，内见囊性的稍长Ｔ１、长Ｔ２信号灶及短７ｒｌ、长Ｔ２脂肪信号

压痛、叩击痛，椎体３

图

Ｔ２ｗＩ脂肪抑制示脂肪呈低信号圈４水分离序列示水呈低信号，脂肪呈高信号

两侧无压痛。双下肢运动、感觉无异常，鞍区感觉迟钝，双髋

呈低信号，脂肪呈高信号（图４），可见液一液平面，壁厚度不

关节活动无异常，直腿抬高试验（一），下肢肌力、肌张力正

均，病灶周边部见不规则长Ｔｌ、短Ｔ２信号钙化灶。邻近马

常，腱反射无亢进，无大小便失禁。外院ＣＴ诊断：Ｌ．一Ｓ。段

尾、终丝受压。ＭＲＩ拟诊：Ｌ４一Ｓ，段椎管内畸胎瘤。
术中所见：全麻下行腰骶部椎管内肿瘤切除术。Ｌ４一ｓ２

椎管内畸胎瘤。
ＭＲＩ：Ｌ４一ｓ。段椎管内见一纵行类椭圆形异常信号灶，

段椎管硬脊膜内软脑膜外有一大小约２．０

ｃｍ×９．０

ｃｍ的肿

ＴｌｗＩ呈稍高、高、低混杂信号（图１），Ｔ２聊、短恢复时间反转

物，无明显包膜，有毛发及类骨样组织，有米浆样物（液体）

恢复序列（ＳＴＩＲ）呈高信号为主（图２），边界尚清楚，大小约

与硬脊膜及软脑膜均粘连，邻近马尾、终丝受压。术后诊断：

２．１ ｃｍ×８．６ ｃｍ×２．３

腰骶部椎管内畸胎瘤。术后病理诊断：（Ｌ．一ｓ２椎管）成熟

ｃｍ；其内见团状、条片状短Ｔｌ、长Ｔ２

信号灶（脂肪组织），ＳＴＩＲ呈低信号（图３），水分离序列示水

囊性畸胎瘤。
（收祷：２００８—０５—１９修回；２００８一嬲一０１）

作者单位：５３０３００广西南宁市横县人民医院放射科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