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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 MＲI 平扫及动态增强 MＲI 对宫颈癌分期的评估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42 例宫颈癌患者 MＲI 平扫及动

态增强影像学特征。以病理分期为标准，对肿瘤治疗前 MＲI 分期与临床妇科体检分期的准确性进行比较。在 MＲI 图像上测

得肿块容积，并分析其与病理分期级别高低之间的差别。结果: 宫颈癌 MＲI 平扫显示为宫颈区异常信号，动态增强早期及延

迟期易与周围正常组织区分。42 例患者中 MＲI 分期为原位癌 5 例，ⅠA 期 8 例，ⅠB 期 9 例，ⅡA 期 17 例，ⅡB 期 3 例;临床

体检分期为原位癌 14 例，ⅠA 期 7 例，ⅠB 期 6 例，ⅡA 期 12 例，ⅡB 期 3 例。以病理分期为标准，MＲI 分期准确率为 76． 19%
(32 /42)，临床妇科体检分期的准确率为 30． 95% (13 /42)，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7． 28，P ＜ 0． 01)。在 MＲI 图像上测

得病灶肿块平均容积为 8． 49 cm3。其中ⅠA 期肿块容积平均为 1． 24 cm3(n = 9)，ⅠB 期为 4． 33 cm3(n = 11)，ⅡA 期为 12． 28
cm3(n = 11)，ⅡB 期为 20． 04 cm3(n = 6)，肿块大小在病理分期级别高低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23． 57，P ＜ 0． 01)。结

论: MＲI 平扫及动态增强对病灶范围清晰显示有帮助，可提高宫颈癌治疗前分期的准确率。测量肿块容积大小对肿瘤术前分

期评估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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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the conventional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ＲI in staging of cervical
carcinoma

LI Shijian，ZHANG Jinping，HU Chunxiu，ZHANG Ｒan，TANG Yongxiang
Department of Ｒadiology，Tongling People's Hospital，Tongling 24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ＲI imaging in preoperative staging of cervical carcinoma． Methods:MＲI imaging was retrospectively re-
viewed regarding the properties by plain scans and contrast-enhanced scans in 42 cases of cervical carcinoma． Accuracies for the tumor staging were com-
pared between preoperativ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from clinical gynecological examination on the pathological staging basis． The tumor masses were
measured in MＲI images，and compared with the pathological staging of tumors． Ｒesults:Plain MＲI scans indicated abnormal signal at the cervical lesions，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DC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evealed distinction between les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normal tissue in the early ar-
terial and delayed phase imaging． By MＲI staging of the tumor in the 42 patients，5 were cervical carcinoma in situ，8 in stageⅠA，9 ⅠB，17 ⅡA and 3
ⅡB． Clinical examination concluded cervical carcinoma in situ in 14 patients，stage ofⅠA in 7，ⅠB in 6，ⅡA in 12 andⅡB in 3． Based on the patholog-
ical staging，the accuracy by MＲI staging of cervical carcinoma and preliminary clinic staging was 76． 19% (32 /42) compared to 30． 95% (13 /42) ．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χ2 = 17． 28，P ＜ 0． 01) ． The mean mass volume measured in MＲI was 8． 49 cm3，and 1． 24 cm3 (n = 9) for stage ⅠA，4． 33
cm3(n = 11) for ⅠB，12． 28 cm3(n = 11) for ⅡA and 20． 04 cm3 (n = 6) for ⅡB．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mass volumes measured by
MＲI and pathological staging of the tumors(χ2 = 23． 57，P ＜ 0． 01) ． Conclusion:Conventional and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ＲI may be conducive to
defining of the cervical lesions and improving the accuracies of preoperative staging of cervical carcinoma． Measurement of the tumor mass by MＲI can be
valuable for the tumor staging before surgery．
【Key words】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ynamic contrast-enhancement;cervical carcinoma;tumor staging

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病例被发现
［1 － 2］。宫颈刮片及妇科常规

体检是发现宫颈癌的主要方法，但对更精确的治疗

前分期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MＲI 高组织分辨

力成像特点及多方位、多序列扫描，能更好地显示宫

颈癌病灶影像特征，在宫颈癌的诊断及分期中具有

优势
［2，4 － 5］。笔者搜集了我院 42 例宫颈癌患者资

料，就 MＲI 对宫颈癌分期的评估价值讨论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铜陵市人民医院 2013
年 2 月 ～ 2017 年 3 月期间，在本院行 MＲI 检查的宫

颈癌患者 42 例。受检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病变

均经病理证实及手术切除。患者年龄 30 ～ 60 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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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龄 48． 5 岁，均经住院治疗。临床主要表现为接

触性阴道出血。
1． 2 检查方法 采用 Siemens Novus 1． 5T 超导型磁

共振仪检查。患者检查前 1 h 饮水约 500 mL。检查

取平卧头先进，扫描自髂骨翼至股骨颈水平。先常规

MＲI 平扫，扫描序列为 SE T1WI 和脂肪抑制快速 FSE
T2WI。之后行动态增强扫描，应用横断面快速扰相

梯度回波序列。同一方位各序列层面、层厚及 FOV
均保持一致。增强时经肘前静脉推注对比剂 Gd-DT-
PA 0． 1 mmol /kg。注药后，分别于 16 s、48 s、3 min各

行 1 次扫描。扫描序列:①轴位 SE T1WI 序列，TＲ
555 ms，TE 14 ms，平均次数 2;②轴位、矢状位及冠状

位 FSE T2WI 加频率饱和翻转恢复脂肪抑制，TＲ1500
～3000 ms，TE100 ms，平均次数2;③动态增强行 GＲE
T1WI 快速序列，加频率饱和翻转恢复脂肪抑制，TＲ
5． 21 ms，TE 2． 41 ms，平均次数 2;FOV 均为 280 ～350
mm2，层厚 4 ～ 5 mm，间隔 10% ～ 30%，扫描矩阵为

256 ×256，重建矩阵为 512 ×512。
1． 3 图像分析、测量及相关临床资料统计

1． 3． 1 MＲI 图像分析及测量 ①病灶区确定:依据

MＲI 常规图像中异常信号结合 MＲ 动态增强确定病

变范围;②用 PACS 长度测量工具测量病灶，具体

为:分别由两位工作 5 年以上影像主治医师，以肿块

MＲI 动态增强异常强化边缘为界，测量肿块上下

(矢状位像)、左右( 轴位像) 及前后( 轴位像) 垂直

方向上最大长度，将 3 个长度的乘积除以 2 得出肿

块容积
［6］;③同一肿块容积取两次测量的均值

［6］。
1． 3． 2 查阅患者术前临床资料 统计根据临床妇

科常规检查的初步诊断及分期情况。
1． 3． 3 宫颈癌分期参照标准 以术后大体及病理

学资料标准确定肿瘤分期。具体分期为 0 期:原位

癌，肿瘤局限于宫颈黏膜层。Ⅰ期:肿瘤严格局限于

宫颈(扩展至宫体可被忽略)，其中ⅠA 期为宫颈间

质浸润深度≤5． 0 mm，水平浸润范围≤7． 0 mm;Ⅰ
B 期为临床肉眼可见病灶局限于宫颈，或临床治疗

前病灶大于ⅠA 期。Ⅱ期:肿瘤已经超出宫颈，但未

达盆壁，或未达阴道下 1 /3，其中ⅡA 期为无宫旁组

织浸润;ⅡB 期为有明显宫旁组织浸润。Ⅲ期:肿瘤

侵及盆壁和(或) 侵及阴道下 1 /3 和( 或) 导致肾盂

积水或无功能肾，其中ⅢA 期为肿瘤侵及阴道下 1 /
3，未及盆壁;ⅢB 期为肿瘤侵及盆壁和( 或) 导致肾

盂积水或无功能肾。Ⅳ期:肿瘤超出真性骨盆( 活

检证实)，侵及膀胱或直肠黏膜
［2，4，7］。

1． 3． 4 临床分期及 MＲI 分期标准 依据国际妇产

科联盟(FIGO，2009 年) 修订的临床分期为标准
［4］。

宫颈癌的临床分期由两位有经验的妇科主治医师依

据触诊肿块大小、活动度及周围阴道穹窿的情况作

出分期。MＲI 分期在 FIGO 标准的基础上，从分析

MＲI 图像中作出，标准为:0 期(原位癌)，宫颈无异

常信号;Ⅰ期，子宫内肌层的低信号环有局部缺损或

中断，其中ⅠA 期宫颈癌异常强化范围小于 1 /2 肌

层，ⅠB 期异常强化范围大于 1 /2 肌层;ⅡA 期在Ⅰ
期基础上伴有阴道穹窿的局限性消失或阴道上 2 /3
低信号中断，ⅡB 期为病灶累及宫颈全层，宫颈外缘

毛糙或其浆膜层低信号局限性缺损;ⅢA 期为阴道

下 1 /3 低信号中断或肿块;ⅢB 期宫颈癌灶侵犯盆

壁;IV 期为膀胱后壁或直肠前壁低信号带中断消

失
［3，7］。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3． 0 进行数据分析。
对两位医师分别测量同一组病例肿块容积值的差异

进行配对 t 检验;以病理分期为标准，对所有患者仅

根据妇科专科检查的初步临床分期与 MＲI 分期的准

确性进行卡方检验;在 MＲI 显示有肿块的病例中，对

肿块容积大小在肿瘤病理分期级别高低之间的差别

行秩和检验。P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病理结果 42 例患者中鳞癌 35 例，腺癌 6
例，腺鳞癌 1 例。
2． 2 MＲI 表现及肿块容积 42 例患者中，5 例原位

癌在 MＲI 上未发现肿块，37 例有异常强化肿块，对

两位医师分别测量肿块容积的两组数据之间进行配

对 t 检验，第 1 组肿瘤容积为(8． 47 ± 9． 39) cm3，第

2 组为(8． 52 ± 9． 38) cm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其中容 积 最 大 约 35． 74 cm3，最 小 约 0. 05
cm3，平均约 8． 49 cm3。肿块 T1 像呈等或稍低信

号，FST2 像呈不均匀略高信号;肿块在动态增强动

脉期不同程度强化，在延迟期，病灶区对比剂退出，

均与邻近正常组织间产生信号差异(图 1)。
2． 3 术后病理分期、术前临床分期及 MＲI 分期结

果详见表 1，以术后病理分期为标准，临床与 MＲI 分

期准确率比较，结果详见表 2。
2． 4 肿块容积在病理分期级别高低之间的差别

本组发现肿块的病例(n = 37) 中，肿块的平均容积:

ⅠA 期约 1． 24 cm3(n = 9)，ⅠB 期约 4． 33 cm3(n =
11)，ⅡA 期约 12． 28 cm3 (n = 11)，ⅡB 期约 20． 04
cm3(n = 6)，对其差别进行多样本秩和检验，结果为

肿块越大，病理分级相对越高 (χ2 = 23． 57，P ＜ 0．
01)，详见表 3。

·995·皖南医学院学报(J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2017;36(6)



表 1 42 例宫颈癌患者病理、临床分期及 MＲI 分期比较

病理分期(n)
MＲI 分期△ 临床分期▽

原位癌 ⅠA ⅠB ⅡA ⅡB 原位癌 ⅠA ⅠB ⅡA ⅡB

原位癌(5) 4 0 1 0 0 4 1 0 0 0
IA(9) 1 8 0 1 0 5 2 2 1 0
IB(11) 0 0 8 2 0 3 4 3 0 0
ⅡA(11) 0 0 0 10 0 1 0 1 5 4
ⅡB(6) 0 0 0 4 3 1 0 0 5 0

△:运用 MＲI 平扫及动态增强的分期例数分布;▽:运用常规妇检的临床初步分期例数分布。

患者 52 岁，阴道流液半年，接触性出血 2 月，2015 年 6 月手术，病理:

宫颈腺癌。MＲI 示 T1WI 等信号，FST2WI 稍高信号宫颈肿块( 箭头

所示)(a ～ c)，动态增强，病灶动脉期(e)及延迟期( f) 对比剂进入与

退出与周边组织形成对比( 双箭头所示)。宫颈外膜及周边未见实

质性强化，MＲI 分期ⅡA，临床分期ⅡB，病理分期ⅡA 期。结合平扫

及增强测得肿瘤大小:4． 0 cm × 3． 6 cm × 3． 2 cm，容积:23． 04 cm3。

(d)组织病理图片:HE:10 × 4。

图 1 宫颈瘤ⅡA 期 MＲI 及病理图

表 2 42 例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与 MＲI 分期准确率比较

MＲI 分期
临床分期

符合 不符合
准确率 /% χ2 P

符合 10 22 76． 19△ 17． 28 0． 000
不符合 3 7 30． 95▽

△:表示 MＲI 分期准确率;▽:表示临床分期准确率。

表 3 不同肿瘤分期肿块大小的比较(n = 37)

肿瘤分期 n
肿块平均容积

/ cm3 平均秩次 χ2 P

ⅠA 9 1． 24 7． 22 23． 57 0． 000
ⅠB 11 4． 33 15． 18
ⅡA 11 12． 28 26． 27
ⅡB 6 20． 04 30． 33

3 讨论

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其正确分

期诊断直接影响治疗及预后。MＲI 可准确显示肿块

位置及信号改变
［8 － 9］;对宫颈癌的早期及分期诊断

均优于 CT 检查
［3，9 － 10］。

本组病例中，肿块在 T1 像呈等或稍高信号，在

FST2 像呈稍高信号，动态增强在早期呈较明显强化

及延时期癌灶相对低信号的特点，更利于显示小病

灶及 其 边 界，有 助 于 分 期，与 国 内 张 婷 等 观 点 相

同
［11 － 12］。另外，动态增强易于鉴别瘤周水肿或盆腔

静脉丛，可能有助于提高小病灶的检出率及肿瘤分

期的准确度
［12］。

本组病例，以术后病理分期为标准，对宫颈癌

MＲI 分期与临床仅根据妇科专科检查分期的准确性

进行对比后发现，MＲI 分期准确率更高(χ2 = 17． 28，

P ＜ 0． 01)，因此可以认为 MＲI 对宫颈癌分期的准确

率高于妇科专科检查所确定的初步分期。另外，测

量本组中肿块容积大小，并分析其与病理分期级别

高低之间的差别后发现，病灶容积越大，病理分期级

别相对越高(χ2 = 23． 57，P ＜ 0． 01)。因此，肿瘤的

大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病理分期级别高低
［9］。

另外，MＲI 上出现的早期强化是对比剂在血管中充

填，随后的组织强化则是血管内和进入组织间隙对

比剂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可对肿瘤血管的生成进

行定量分析
［11］，可进一步研究。本组 5 例原位癌，

予 MＲI 平扫及增强未显示明显肿块及异常强化，原

因可能是肿块的体积过小，MＲI 不能区分，另短期内

临床宫颈诊刮及活检也可能是影响因素，值得进一

步研究;此外，本组病例中缺少ⅢA 以上分期病例也

是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MＲI 以高软组织分辨力及多方位、多

参数成像优势，对宫颈癌分期诊断的正确率高于临

床妇科专科检查所确定的分期，有助于提高肿瘤临

床治疗前分期准确率。另外，肿块的大小在一定程

度上间接反映了肿瘤分期级别;但宫颈癌分期级别

的高低与多种因素有关，肿块的大小可能只是一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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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硬化性血管瘤的 CT 表现

陈 玲，侯书法，翟 建，吴 琛，张 超，童梦玲，周峰峰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弋矶山医院 影像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1)

【摘 要】目的: 探讨肺硬化性血管瘤(PSH)的 CT 表现特点，提高术前诊断率。方法: 分析 18 例病理确诊的 PSH 的临床及 CT
资料，总结 CT 表现特征。结果: 18 例 PSH 均为单发病灶，其中 11 例为类圆形，5 例为卵圆形，1 例为不规则形，1 例为紧贴胸

膜的弧形病灶。13 例病灶为较均匀实性密度，1 例病灶为磨玻璃密度，4 例病灶内见钙化。2 例见“晕征”，1 例见“空气新月

征”，2 例见“瘤周肺气肿”。9 例 PSH 行增强检查，表现为均匀和不均匀强化者各 4 例，无强化者 1 例。7 例见“贴边血管征”。
结论: PSH 好发于中老年女性，CT 表现具有一定特征，仔细分析 CT 征象有助于减少误诊。
【关键词】肺硬化性血管瘤;CT 表现;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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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findings of pulmonary sclerosing hemangioma

CHEN Ling，HOU Shufa，ZHAI Jian，WU Chen，ZHANG Chao，TONG Mengling，ZHOU Fengfeng
Medical Imaging Center，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41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T features of the pulmonary sclerosing hemangioma( PSH) for improving the preoperative diagnostic rate．

Methods: Clinical and CT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in 18 cases of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PSH，and the CT features were analyzed． Ｒesults: PSH was

solitary in the 18 cases，in which the lesion was presented as round shape in 11，oval shape in 5 and irregular in 1． One case was arc lesions closing to

the pleura，13 cases were presented homogeneous and solid density． Grinding glass density was seen in 1 case，calcification in 4，“halo sign”in 2，“air

crescent sign”in 1，and“tumor peripheral emphysema”in 2． Enhanced CT scan was performed in 9 cases，and demonstrated homogeneous and inhomo-

geneous enhancement in respective 4 cases，and no enhancement in 1． Seven cases showed“welt vessel sign”． Conclusion: PSH commonly occurs in

middle-aged and old women，and presents specific CT features．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CT findings may reduce misdiagnosis of this entity．

【Key words】pulmonary sclerosing hemangioma; CT feature; pa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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