Ｖ０１．４７，Ｎｏ．２

第４７卷第２期

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年４月

ＡＣＴ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Ｅ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长骨骨髓炎与骨肉瘤的影像学鉴别诊断
姜春雷１。舒强２。刘吉华１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山东青岛

（１

［摘要］

２６６００３ｌ

２青岛市第九人民医院放射科）

回顾性分析５９例长骨急、

目的探讨影像学表现对长骨骨髓炎和骨肉瘤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慢性骨髓炎和５６例长骨骨肉瘤病人Ｘ线、ＣＴ和ＭＲＩ征象。结果骨髓炎组和骨肉瘤组比较，破坏周围松质骨硬
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跨过骺板侵犯骨骺、骨皮质改变、骨于髓腔形态改变、ＭＲ检查中病变在脂肪抑制
Ｔ：ＷＩ边界清晰、骨膜新生骨类型、死骨形成以及松质骨内脓肿差异有显著性（ｚ２＝９．０５０～２０．６４７，Ｐ＜０．０１；Ｐ一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结论病变是否跨越骺板累及骨骺、骨于髓腔形态改变和骨皮质改变对骨髓炎及骨肉瘤鉴别具有
一定价值。ＭＲ检查中病变在Ｔ。ＷＩ压脂像中边界清晰和Ｘ线检查中ＣＯＤＭＡＮ三角形成是诊断骨肉瘤的可靠征
象，髓腔内脓肿和死骨形成是骨髓炎的特异性征象。
［关键词］骨髓炎；骨肉瘤；磁共振成像；体层摄影术，Ｘ线计算机；放射摄影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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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和细菌毒力的

剌活检或手术病理证实１８例，治疗后随访证实４１

改变，不典型骨髓炎的发病率明显增高，由于骨肉瘤

例。其中，急性骨髓炎９例，慢性骨髓炎４５例，骨脓

和骨髓炎在发病年龄、发病部位和临床表现等较为

肿３例，局限性皮质感染２例。累及部位包括股骨

相似，给临床诊断造成了很大｝目难。为提高对二者

２８例，胫骨２４例，肱骨５例，腓骨、尺骨各ｌ例。

的影像鉴别能力，本文对５９例经病理或随访证实的

骨肉瘤病人５６例，男３９例，女１７例；年龄５～

长骨骨髓炎和５６例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的长骨

４８岁，平均１８．７岁；病程３ ｄ～１年，平均３个月。

骨肉瘤病人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病变影像学表现

均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其中软骨母细胞型骨肉

对骨髓炎和骨肉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瘤１５例，骨母细胞型骨肉瘤２７例，纤维母细胞型骨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一般资料

肉瘤６例，其他８例具体病理不详。累及部位包括
股骨３５例，胫骨１３例，肱骨、腓骨各４例。
１．２影像学检查方法

骨髓炎病人５９例，男３２例，女２７例；年龄１～

５９例骨髓炎病人中，３例行Ｘ线检查，１４例行

６２岁，平均２０．８岁；病程２ ｄ～３０年，平均２年。穿

ＣＴ检查，６例行ＭＲ检查，２０例同时行Ｘ线和ＣＴ
检查，９例同时行ＣＴ和ＭＲ检查，１例同时行Ｘ线

［收藕日期］２０１０。０８－０７；［修订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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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刘吉华（１９６３一），男，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万方数据

和ＭＲ检奁，６例同时行Ｘ线、ＣＴ和ＭＲＩ检查。
５６例骨肉瘤病人中，５例行ＣＴ检查，６例行ＭＲ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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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７例同时行Ｘ线和ＣＴ检查，１１例同时行Ｘ线

ＣＯＤＭＡＮ三角：肿瘤突破骨皮质刺激骨膜引起骨

和ＭＲ检查，５例同时行ＣＴ和ＭＲ检查，２２例同时

膜成骨被肿瘤侵蚀破坏形成骨膜三角。７ｊ。

行Ｘ线、ＣＴ和ＭＲ检查。

１．４统计学处理

Ｘ线检查使用日本ＴＯＳＨＩＢ人５００ ＭＡ

ＤＣ一

所有图像经２名有经验的骨放射科医师采用双盲

１５Ｒ摄片机。ＣＴ检查使用Ｐｉｃｋｅｒ ＰＱ一２０００螺旋

法阅片，对各种征象进行观察、确认和记录。应用

ＣＴ扫描仪、ＧＥ

ＳＰＳＳ

ＧＥ Ｈｉｓｐｅｅｄ

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

８层螺旋ＣＴ扫描仪和

１６层螺旋ＣＴ扫描仪。采用螺旋扫描，

１２０ ｋＶ，１２０＂－－１４０

ｍＡ，距阵５１２×５１２，准直宽度分

别为５和１０ ｍｍ，螺距分别为１．ｏｏ和０．７５，重组层
厚和层间距均为Ｚ～５ ｍｍ。有骨窗（窗宽ｌ ５００～

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组间比较采用四格表

卡方检验、行乘列表卡方检验或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２结

果

２．１病变跨越骺板累及骨骺

Ｈｕ，窗位２８０～３００ Ｈｕ）和软组织窗（窗宽

骨髓炎及骨肉瘤均选取年龄小于１６周岁病例，

２５０～３２０ Ｈｕ，窗位３０～５０ Ｈｕ）两种图像。ＭＲ检

２９例骨髓炎病人中，４例累及骨骺；３２例骨肉瘤病

２ ０００

查使用ＧＥ

Ｓｉｇｎａ ＭＲＩ １．５ Ｔ和３．０ Ｔ超导型ＭＲ

人中，１６例跨越骺板累及骨骺，两组比较差异有显

扫描仪，根据检查部位选择不同线圈。所有病人均

著性（Ｙ２＝９．０５０，Ｐ＜Ｏ．０１）。

行横轴位、矢状位和冠状位相同序列成像ＳＥ Ｔ，ＷＩ

２．２骨皮质改变

（ＴＲ ４００～６００ ｍｓ，ＴＥ ９～２５

Ｔ２ＷＩ（ＴＲ

ｍｓ）、快速ＳＥ（ＦＳＥ）

骨髓炎组骨皮质破坏并中断１５例，增厚２８例，

ｍｓ）和频

破坏膨胀变薄６例；骨肉瘤组骨皮质破坏２９例，增

率选择脂肪预饱和ＦＳＥ Ｔ。ＷＩ（ＦＳ－ＦＳＥ Ｔ。ＷＩ）

厚１２例，破坏膨胀变薄６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ＴＲ 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 ｍｓ，ＴＥ ８０～１２０

学意义（ｙ２＝１０．８１８，Ｐ＜０．０１）。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ｍｓ，ＴＥ ８０＂－－１２０

ｍｓ）或质子密度

预饱和（ＰＤｆｓ），１０例骨髓炎病人和８例骨肉瘤病人

２．３骨干髓腔改变

加扫横轴位自旋回波一同波平面扩散加权成像（ＳＥ—

发生于骨干或累及骨干的４１例骨髓炎病人中，

ＥＰＩ—ＤＷＩ）。所有扫描层厚均为５～７ ｍｍ，层间距

２０例骨干髓腔变窄，２例增宽，１９例形态未见明显

为２～５ ｍｍ。

变化；２ｌ例骨肉瘤病人中，１例髓腔变窄，１例髓腔

１．３影像征象及界定标准

增宽，１９例髓腔未见明显变化，两组比较差异有显

①病变是否累及骨骺：选取年龄小于１６周岁病
例，骺板清晰显示者。Ｘ线及ＣＴ可见骨骺骨质破

著性（Ｐ＝０．００１）。
２．４破坏周围松质骨改变

坏低密度影或者硬化密度增高。ＭＲ可见骨骺内

Ｘ线及ＣＴ检查髓腔松质骨破坏的５１例骨髓

Ｔ，ＷＩ低信号，脂肪抑制Ｔ。ｗＩ高信号影。②松质

炎病人中，破坏边缘硬化者３９例，无硬化者１２例；

骨硬化：Ｘ线及ＣＴ显示为髓腔密度增高［１。２］，ＭＲ

４９例骨肉瘤病人中，边缘硬化３３例，无硬化１６例，

显示为Ｔ。ＷＩ低信号，Ｔ２ＷＩ压脂像信号略低［１］。

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

③干骺端脓肿：Ｘ线及ＣＴ显示为髓腔内圆形或类

２．５

死骨

圆形透亮影或低密度影，周围为环状高密度影。

ＣＴ检查的４９例骨髓炎病人中，有１１例可见

ＭＲＩ显示为骨内中央为圆形、类圆形长Ｔ。长Ｔ：信

死骨；３９例骨肉瘤病人中，未见有死骨形成，两组比

号，ＤＷＩ像呈高信号影［３。４］，周围可显示厚薄较均匀

较差异有显著性（Ｙ２—７．８３９，Ｐ＜０．０１）。

的囊壁。④ＭＲ检查病变边界和骨髓水肿：ＭＲ检

２．６髓腔内脓肿

查中的脂肪抑制Ｔ。ＷＩ序列或脂肪抑制质子密度序

ＭＲ检查的２２例骨髓炎病人中，５例有脓肿形

列，病变呈高信号，边界呈清晰锐利、弧形或直线形

成；４４例骨肉瘤病人中，未见有脓肿形成，两组比较

低信号。远段可见片状模糊高信号水肿。⑤骨膜新

差异有湿著性（Ｙ２＝７．８１７，Ｐ＜０．０１）。

生骨及ＣＯＤＭＡＮ三角：在Ｘ线片和ＣＴ上线状骨

２．７

膜新生骨表现为线状高密度影，平行于骨皮质，并与

ＭＲ检查痛变边界
ＭＲ脂肪抑制Ｔ：ＷＩ（ＰＤ压脂像）检查中，骨髓

皮质间有透亮间隙。层状骨膜新生骨则表现为多层

炎组２２例仅２例边界较清，骨肉瘤组３９例有２４例

洋葱皮状高密度影，其最内侧层与骨皮质之间有透

边界较清、锐利（图１），两组相比较，差异有显著意

亮的间隙，多层骨膜新生骨的各层厚薄较均匀ｐ引。

义（Ｙ２＝１５．８２１，Ｐ＜Ｏ．０１）。

万方数据

２期

姜春雷，等．长骨骨髓炎与骨肉瘤的影像学鉴别诊断

２．８骨膜新生骨类型

骨质血供障碍，造成骨质坏死，并与相邻活骨分离形

Ｘ线或ＣＴ检查显示骨膜新生骨，骨髓炎组３４

成死骨，小块死骨可被肉芽组织吸收，也可经窦道排

例，骨肉瘤组３２例，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Ｐ；

出，大块死骨多难以吸收或排出。本组１１例死骨均

０．０００）。其中层状连续骨膜成骨与ＣｏＤＭＡＮ三角

见于慢性骨髓炎，ＣＴ表现为中心高密度点状、片状

两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１０．７３９、１９．８０１，

或类圆形的病灶，周围环以低密度影，ＭＲ相应部位

Ｐ＜Ｏ．０１）。见表１。

Ｔ：ＷＩ压脂像可见中心极低信号，周围呈高或略高
信号环状影。死骨亦为骨髓炎特异性表现ｎ引。
３．３骨皮质改变和骨干髓腔改变

骨髓炎及骨肉瘤均可引起骨质破坏中断。本文
骨髓炎组中２８例骨皮质增厚改变者均为慢性骨髓
炎，病理基础可能是由于骨内、外膜在炎症刺激因子
作用下反应性成骨，致使骨皮质增厚。而骨肉瘤则
以破坏、膨胀变薄为主（３５例），本文骨髓炎组皮质
增厚者明显多于骨肉瘤组。本文２０例骨髓炎病人
可见骨干髓腔明显变窄。并均见于慢性骨髓炎，与骨
①胫骨上段骨髓炎．脓肿彤成，边界清晰；②股骨下段骨肉瘤。上

内、外膜成骨，髓腔逐渐变窄有关。骨肉瘤组仅１例
髓腔变窄。骨髓炎组２例、骨肉瘤组ｌ例可见髓腔

界清晰锐利。
圈ｌ

ＭＲ脂肪抑制疋ＷＩ像

表１骨膜新生骨类型（例）

增宽，与骨内膜破骨细胞增生活跃、成骨受抑制有
关。本文病例中骨髓炎组髓腔变窄者明显多于骨肉
瘤组。
３．４骨骺累及
少儿及青少年时骺板未愈合，骺板和关节软骨

３讨

论

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炎症和肿瘤扩散、蔓延，有的肿
瘤病例可早期侵及骺板和关节软骨而累及骨骺和关

骨髓炎和骨肉瘤均好发于骨的干骺端，由髓腔

节ｕ引。本文１６周岁以下病人中，骨肉瘤组有１６例

起源，向周围骨质扩展并向髓腔上下蔓延。炎症及

（５０．０％）、骨髓炎组有４例（１３．８％）跨越骺板侵犯

肿瘤骨外发展时，先侵犯骨皮质的哈佛系统，沿血管

骨骺，说明肿瘤的侵袭性较炎症强。

周围组织蔓延（即筛孔征）。穿过骨皮质达骨膜下

３．５骨膜新生骨

方，引起骨膜反应性增生，骨肉瘤由于恶性程度高，

骨膜反应是骨膜对病理刺激的反应，其与病变

侵袭性强，较易穿破骨膜向外生长，形成ＣＯＤＭＡＮ

性质虽无明确关系，但其发展过程可反映病变的良

三角。骺板和关节．软骨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炎症和

恶性。骨膜反应的范围及形态有助于骨髓炎同骨肉

肿瘤扩散、蔓延。

瘤的鉴别。前者范围通常广泛，即便骨皮质破坏较

３．１松质骨脓肿

小，亦常出现较广泛的骨膜增生，前者以层状骨膜反

骨髓炎早期。髓腔组织充血、渗出及大量中性粒

应为主，后者由于侵袭性及破坏性较强，肿瘤常穿破

细胞浸润导致髓腔内压增高，髓腔内形成脓肿，并可

骨膜向外生长，形成ＣＯＤＭＡＮ三角¨］。Ｘ线及ＣＴ

穿破骨膜形成组织脓肿。脓肿样囊腔为骨髓炎特征

对于骨膜反应的形态变化及区分骨膜反应成骨要优

性表现。本文资料中，ＭＲＩ显示的５例脓肿均为骨

于ＭＲ：２““。本文骨肉瘤组１８例（５６．２％）示ＣＯＤ—

髓炎，但应与骨肉瘤的坏死囊腔相鉴别，脓肿样囊腔

ＭＡＮ三角，骨髓炎组２例（０．６％）示ＣＯＤＭＡＮ三

形态较规则，ＤＷＩ呈明显高信号，而坏死囊腔形态

角；层状骨膜反应成骨骨髓炎组２１例（６１．７％），骨

多不规则，ＤＷＩ呈低信号［８－１１１。本文５例髓腔脓肿，

肉瘤组７例（２１．９％），两组差异有显著性。

ＤＷＩ均呈明显高信号，符合上述改变。
３．２

死骨

骨髓炎早期，由于骨膜掀起及血栓性动脉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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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ＭＲ检查病变边界
骨肉瘤由于其肿瘤特性。虽然有侵袭性，但仍具

有形成包块的趋势，所以肿瘤边界相对较清，部分呈

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

１４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ｓｔｅ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ｃｅｓｓ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Ｒ

舌缘或刀切缘。本文２４例（６１．５％）ＭＲ检查Ｔ：ＷＩ

ｉｍａｇｉｎｇ

脂肪抑制序列或质子脂肪抑制序列可见肿瘤边界清
楚，远段可见片絮状骨髓水肿高信号影。骨髓炎由
于其炎症特性，未见明显边界，骨髓炎组２例边界清

４７卷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Ｔ［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１７４：２３３‘２３６．

［５］龙世亮，苏小勤．四肢长骨不典型骨髓炎的ｘ线诊断［Ｊ］．医
用放射技术杂志，２００５（７）：３２４—３２６．
［６］张化一，陈海松．多层ＣＴ对不典型骨髓炎的诊断价值［Ｊ］．中

晰者为髓腔局限脓肿形成，周围骨髓水肿明显。

团中西医结舍影像学杂志，２００６。３３（３）：１２３—１２６．

［７］ＨＡＭ Ｓ Ｊ。ｓｃＨＲＡＦＦＯＲＤＴ，ＶＡＮＤＥＲ ＧＲＡＡＦＷＴ，ｅｔ ａ１．

３．７破坏周围松质骨改变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①破坏：炎症及恶性肿瘤均可引起髓腔骨质破
坏。炎症病理基础可能为静脉淤血、水肿、炎细胞渗

ｏｓｔｅｏｓａｒｃｏｍａ

ｔｒｅａｔ—

ＥＡＳＴＷＯＯＤ Ｊ Ｄ，ｖ０ＬＬＭＥＲ Ｒ Ｔ，ＰＲＯＶＥＮＺＡＬＥ Ｊ Ｍ．ｅｔ

ｅｐｉｄｕｒａｌ

ｉｎ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ｂｓｃｅｓｓ［Ｊ］．ＡＪＮＲ，２００２。２３：４９６—４９８．

［９］陈喜兰，江桂华．田军章。等．急性化脓性骨髓炎的ＭＲＩ表现
［Ｊ］．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１，３５（７）：５３３—５３５．

肉瘤内可能既有肿瘤骨，又有成骨形成。两者病理
髓炎及骨肉瘤病人髓腔破坏及硬化无明显差异。

ｏｆ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１．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础为肿瘤细胞释放透明质酸酶，溶解骨组织。②髓

基础不同。Ｘ线或ＣＴ表现均为密度增高。本文骨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ｅｎｔ［Ｊ］．ＥｕｒＪ Ｓｕｒｇ Ｏｎｃｏｌ，１９９８，２４（６）：５８４．
［８］

出，炎症递质释放，髓腔骨小梁破坏。骨肉瘤病理基
腔硬化：骨髓炎病理基础为成骨细胞成骨反应，而骨

ｃｕｒｒｅｎｔ

［１０］刘吉华，张餐．徐文坚，等．骨髓炎与恶性骨肿瘤软组织改变的
影像比较［Ｊ］．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７，４１（４）：３８２—３８７．
［１１］刘兆升．急性化脓性骨髓炎的影像学评价及临床意义［Ｊ］．黑
龙江医学，２００４，２８（４）：２５８—２６０．

［参考文献］

［１２］孙卫，刘吉华，牛军杰．不典型骨髓炎的ＭＲ表现及征象认证
口］．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４４（２）：１７０—１７２．

［１３徐爱德．徐文坚，刘吉华．膏关节ＣＴ和ＭＲＩ诊断学［Ｍ］．济
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７８．

［１３］李伟．牛军杰，刘吉华．化脓性髋关节炎的ＣＴ与ＭＲ表现［Ｊ］．
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４５（２）：１３８－１４０．

［２］曹来宾，刘吉华．骨肉瘤影像学诊断（一）［Ｊ］．放射学实战。

［１４］陈应明，孟悛非，江波．骨肉瘤骨膜异常的影像表现与病理研

２００１，１６（３）：１９３—１９５．

究［Ｊ］．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８，４２（３）；２４７—２５０．

［３３盂悛飞，陈应明．骨肉瘤的ＣＴ征象［Ｊ］．中华放射线杂志。

（本文编辑马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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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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